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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光化工的绿色“正能量”

“我们的企业很好找。”蹇兆旺在电

话里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有一个大

烟囱但看不见冒烟的地方就是了。”

蹇兆旺是山东临沂市鲁光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家企业以硝基础

化工和精细化工为主业，坐落于临沂经

济技术开发区———一个企业总量超过

270家的重工业产业集群区。直观来看，
特别是在身处化工企业聚集区的情况

下，鲁光化工的“辨识度”确实很高———

烟囱很高、却看不见冒烟。这种“静悄悄”

的生产状态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因为我们在节能减排上做得好。”

蹇兆旺说道，“经常有同行打电话来问

我们这方面的技术，我说你们随时可

以来参观学习嘛。”言谈间，这位企业

家的朴实与大气彰显无遗。

但这份从容的背后有一个令旁观者

很难想象的事实：就在几年前，鲁光化工

还是一家资不抵债、经营困难的企业。

“搞节能环保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但同时

也需要经营效益的支撑。”蹇兆旺强调，

也许透过“企业责任”的因素，更值得注

意的是鲁光化工深层次的企业战略———

到底是什么在推动其节能环保的进程，

而这又给鲁光化工带来了什么。

鲁光化工的前身是山东鲁光化工

厂———这是一家代号为 2215 的地方
老牌军工企业，于 1992年按照上级安
排，由蒙阴旧寨整体搬迁至临沂进行

改扩建。同年 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
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

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站在历

史的节点上，刚刚“走出山沟”的“老军

工”不久就遇到了接踵而至的难题。

“工厂搬迁出山后，由于长期受计

划经济的影响，大家的思想都比较封

闭，加上管理模式老化、产品品种单

一，企业一直没有大的发展。”鲁光化

工党办主任赵乐刚告诉记者，而蹇兆

旺则更形象地将彼时的困境称之为

“规模小、包袱重”：“一是技术落后、经

营规模上不去；二是由于搬迁时形成

了巨额银行债务。这两个因素相互掺

杂、束缚了企业的发展。”

自 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中国经
济之后，市场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供

需两旺”的景象，但鲁光化工却始终

“坐困愁城”，逐步落后于市场竞争，这

直接引发了 2004年的第一次危机。“那
一年效益很不好、人心浮动，厂里的技

术骨干流失相当严重。”赵乐刚说道，

“当时有另外一家企业正好在招人，到

最后他们的设备处几乎就是我们的原

班人马。”

与国企改革普遍的内在逻辑一

致，“竞聘上岗”与“承包经营责任制”

成了鲁光化工自我改革首先的突破

口。“那时我们厂里有 1380人，经过‘精
兵简政’后只剩下 408人。”蹇兆旺表
示，而“承包经营责任制”当年也出了

成效：鲁光化工仅用 4个月就减亏 200
余万元，扼制住了连续亏损的局面。

尽管如此，这实质上也只是缓解

了“规模小、包袱重”的问题———“那

时蹇总跟我们说过，就现在这样大家

一起干，十年之内吃饭没有问题，但

十年之后呢？”赵乐刚表示。因为负债

高企，鲁光化工始终无法通过融资扩

大规模、升级技术；又因为产权不清

晰，寻求合作也变得困难重重。市场

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国家对化工

企业的环保标准也是逐步趋严，形势

已经异常严峻。“可以说，再没有改观

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赵乐刚

说道。

争取政策性破产、剥离负债，以

一个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的身份重

新参与市场竞争，成了鲁光化工唯一

的生路。经过多次争取，2006 年，鲁光
化工与另外 201 家企业一同被国务

院列入改革脱困项目；2007 年 12 月
20日，鲁光化工组织职工以自愿入股
的形式、募集资金注册成立的临沂鲁

光化工有限公司，在拍卖中力压竞拍

对手，收购了企业的有效资产进行重

组改制。

“竞拍时我们企业去了 40 多个员
工。”赵乐刚表示，对那天的紧张气氛

他印象很深，“其他几家企业跟我们竞

拍，但最后我们出的价格还是把他们

压下去了。回来之后我们很多职工买

了一大捆鞭炮，在门口放了半个小时

呢！”

这种心情不难理解：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

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意见的通知》明

确规定，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的期限

为 2005年至 2008年———也就是说，鲁

光化工堪堪赶上了改变命运的末班

车。

“我们是充分利用国家为军工企

业脱困而实施的改革脱困优惠政策，

全厂职工以身份转换金为资本回购企

业有效资产，实施改制、二次创业。”蹇

兆旺总结道，“这就减掉了包袱，扩大

规模与升级技术产品才变得可能，这

也是我们之所以有实力、有动力去把

节能减排做好的根源所在。”

就在鲁光 化工为 生存而战 的

2007 年，英国《独立报》记者查尔斯·
沃克在一篇名为《醒来吧，闻一下碳

化物的味道》的报道中称，如果从太

空中看去，北京和上海的位置满是大

片的含硫云层———随着奥运会赛期

逼近，中国的环保问题猛然引起了国

际社会的大讨论；而高能耗的经济增

长模式也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正视：这

年秋天，中国国家发改委宣布将以

5.4 亿元国债资金支持 98 个重点节
能项目，国务院还与地方及中央重点

企业签订了 45份节能目标责任书。
这样来看，鲁光化工之后的迅速

发力也是“恰逢其时”。

“2009年初，我们投资 2.6 亿元，
在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搬迁技

改新项目建设。现一期 8万吨 辕年硝酸

钠、亚硝酸钠，10 万吨 辕年浓硝酸两条
生产线和 5000 台（套）化工设备加工
项目已建成投产。”蹇兆旺表示，鲁光

化工的“绿色征途”就此正式开始。

鲁光化工生产处处长王帅军告

诉记者，在新生产线的规划和建设

中，鲁光化工均采用了国内先进的

工艺和设备。“比如我们在硝酸生产

线的设计上，特别注重节能。”王帅

军表示，“在生产过程中，氨氧化的

反应可副产高达 12 公斤压力的蒸
汽，这就可以直接供硝酸精馏用、降

低了锅炉的生产负荷和燃料煤的消

耗；而硝酸精馏后的低压蒸汽，可以

再输送到低压蒸汽系统，供两钠蒸

发系统使用。”

“在这之后产生的余热，可以作

为液氨气化的加热蒸汽，其废热供给

全厂采暖；最后的蒸汽冷凝水全部回

收到溶碱岗位，做溶解水重复使用。”

这种循环利用的效果是惊人的：原生

产线硝酸蒸汽消耗为 2.7 吨 /吨，现在
为 1.8 吨 /吨，降幅达 33%；而耗电降
幅也达 26.6%，年可节约用电 80 万
度。

而在鲁光化工另一主打产品———

两钠的生产过程中，蹇兆旺的团队将

蒸制工艺改为“双效真空降膜蒸发”，

这不但比传统的“单效蒸发”技术节

约蒸汽 70%以上，成本也降低了 200
多元 /吨。“总体来看，根据年产 10 万
吨浓硝酸、20 万吨两钠测算，我们现
在每年节约的能耗应该是折合标准

煤 2万余吨。”王帅军表示。
“生产硝酸和两钠的企业，主要

产生的废弃物就是尾气了。”王帅军

说道，这也是鲁光化工下力气最大的

一块。“针对传统方法生产亚硝酸钠、

硝酸钠和浓硝酸生产中的氮氧化物

尾气排放问题，我们投资了近 800 余
万元，新上了两套氮氧化物尾气氨还

原系统。”据了解，该系统采用英国壳

牌尾气还原和美国孟莫克烟气捕雾

两项关键技术，装置投运后氮氧化物

尾气能基本实现零排放。

这再次验证了蹇兆旺的观点———

真的要把节能减排做好，还是需要企

业经营效益的支撑。“目前山东的两

钠生产占到全国总量的 50%以上，而
我们的产能也是名列前茅。”王帅军

表示，“而且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

这个行业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所以

从新项目易地技改上马后，我们的市

场一直很稳定。”

在采访中，王帅军透露了一个行业内的现状：作为化

工产业基础性原料的供应商，他们发现有的下游企业由

于在节能减排方面不达标，出现了被当地政府限制发展

的情况。“比如我们的下游就主要是江南的中小企业，他

们缺乏财力与技术来做到节能减排，然后在发展受限与

产生污染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事实上，如果没有两次

惊险的“自救”以及在重获生机后第一时间更新技术、扩

大规模，鲁光化工也许就没有现在的发展基础。“正是因

为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成就了鲁光化工的现在。”蹇兆

旺表示。

无论怎样，这家企业已经形成了“节能减排带来效

益，效益助推节能减排”的良性循环，这无疑是中国化工

界一个典型的“正能量”案例。但鲁光化工还想在这条路

上走得更远。

“根据国家大力发展硝基复合肥料的趋势，我们计划

于 2013 年投资 2.6 亿元，建设 50 万吨 /年硝基复合肥、配
套 15 万吨 /年稀硝酸、18 万吨 /年硝酸铵项目，建设周期
一年半。”蹇兆旺说道，“到时这个项目可以为企业增加

产值 6 亿元，为临沂创造利税 2 亿元。”
据了解，硝酸铵是民爆产品的重要原料，仅山东市场

年需求量约在 30 万吨左右，加之周边江苏、河南都在销
售半径内，其市场需求量非常大；而在化肥领域，硝基复

合肥是近几年全球兴起的一种绿色环保新型肥料，因其

氮元素流失少、利用率高、肥效好、对土地环保无残留、无

氯等特点，近几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显然这是一次在产业链延伸上的尝试，也是鲁光化

工在“绿色化工”之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截止到 2011
年，欧洲、北美硝基复合肥的施用量已占据整个化肥用量

的 65%，但在国内却不足 5%。我国化肥的年施用量为 1.4
亿吨，如果硝基复合肥的施用比例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

国硝基复合肥的需求量将达到 9100 万吨。可以说前景非
常广阔。”蹇兆旺表示，“而且利用这一机遇，鲁光也将成

为一个集民爆原料、化工原料和新型复合肥为一体的大

型、综合型化工企业集团———同时，这也将是一个‘工业

反哺农业’的典型案例。”

截至目前，鲁光化工现有职工 650 人、占地 500 亩，资
产 10 亿元。2012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1 亿元，利税 5000 多
万元———这也是自搬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鲁光

化工连续三年上缴税金超过千万元。

3 月 17 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闭幕后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表示：“对于近期中国

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雾霾天气，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

重；对这一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我们要下更大的决心，

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国家领导人的痛心疾首，也

让蹇兆旺深受触动。

在《中国企业报》4558 期刊登的《我骄傲，我只做绿色
化工》一文中，蹇兆旺撰文表示：“工业发展不能与节能环

保相矛盾，企业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而且随着化工业的

发展，谁能真正做到节能环保，谁将是真正的赢家。”———

蹇兆旺所阐述的，既是企业的责任与良心，也是一种通盘

考虑、大处着眼的智慧；而且鲁光化工的案例也证明了，

这种思路不仅禁得起市场考验、能为企业创造更加辉煌

的明天，同样符合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鲁光化工

真正值得学习的地方，正在于此。

两次“自救”：奠基绿色化工

做强做大：稳推节能减排

赢在未来：绿色化工的“正能量”

一派祥和景象的生产厂区

熠熠生辉的五角星诉说着鲁光化工光辉的军工历史

不冒烟的烟囱成了鲁光化工的又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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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市鲁光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蹇兆旺谈起做

绿色化工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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