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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说起开滦集团，早已不再“以

煤为纲”。通过煤化工产业上的后发优

势，开滦集团煤化工产业中的甲醇汽

油项目正在走向市场。

“按照计划，今年下半年，开滦集

团的甲醇汽油或在唐山投入试运营，

在部分加油站会替代目前的 93号汽
油。唐山市发改委对此事很支持，该项

目也属于河北省政府力推的项目。”开

滦股份总经理助理李顺常告诉记者。

李顺常说，甲醇汽油的市场销售

没有障碍，其他地区经销商已经表达

了想购买开滦集团甲醇汽油产品意

愿。山西、陕西也在推广甲醇汽油项

目，从目前看，效果比较明显。

开滦集团董事长张文学曾向记者

表示：“甲醇汽油已经具备向市场推广

的条件，开滦集团已经可以从煤炭中

提取 40多种煤化工产品，这么多年
来，总结原煤市场起起落落的规律，我

们更深刻地意识到，靠卖煤，路只能越

走越窄。开滦必须在产品结构调整上

下足功夫，靠提高产品附加值赢得市

场与发展。”

河北省力推甲醇汽油项目

“目前，甲醇燃料示范项目是河北

省示范项目，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产品

标准，开滦集团制定了河北省的地方

标准。”李顺常说。

开滦集团在 2010 年、2011 年连
续两年向河北省质监局申请承担了河

北省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起草了《M15
车用甲醇汽油》、《M30 车用甲醇汽
油》、《车用甲醇汽油组分油》等三项地

方标准，顺利通过了专家审定。

早在 2010年，河北省就印发了
《河北省甲醇燃料示范应用工作实施

方案》，该方案指出：甲醇汽油的示范

应用关系到能源安全战略和全省产业

结构调整。该方案明确提出，通过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在唐山市的现有销

售渠道及社会加油站销售。

此外，按照最初的设想，河北省想

在 2010年 12月 1日起在唐山市进行
甲醇燃料示范应用工作。但由于各种

原因，未能如期推行。

李顺常告诉记者，开滦集团已经

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进行对接，

对于进入加油站问题，要形成一种利

益共享机制，已经有加油站找开滦集

团洽谈此事，各方对此事比较关注。

此前，开滦集团的甲醇汽油项目获

得了河北省的认可。河北省力推该项目

源于国家对甲醇汽油前景的看好。

2006年，国家发改委会同科技
部、卫生部、环保总局、农业部、林业

部、国家能源办、国家标准委、清华大

学成立了替代能源研究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组织协调替代能源研究工作，

同时成立近百名相关行业专家顾问

组、工作小组和五个专题小组，并且于

同年五个专题小组对山西、陕西、河南

等省份进行了考察并写出了替代能源

研究报告，报告中结论认为：含量低于

15%和高于 85%的甲醇汽油是今后可
行的发展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全国甲醇
用于替代汽油就已达 200余万吨。全
国醇醚燃料专业委员会提供的材料显

示，目前，中国从事醇醚燃料、醇醚汽

车及相关产品生产、研发、应用的单位

已分布全国 24个省、市、自治区。
对于在唐山试点甲醇汽油销售，

李顺常比较有信心，“唐山市每年至少

要消耗 90万吨汽油，市场空间很大。”

靠技术“找饭吃”

河北省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组

织的，汇聚全国多名专家的鉴定委员

会对开滦集团甲醇汽油项目鉴定后认

为，该项目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该

项目研究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项

目研究成果实施应用后，将为开滦甲醇

燃料示范项目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对于推动河北省甲醇燃料产业的健康

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开滦集团历时 1年多的时间
进行技术攻关换来的成果，煤化工项

目研发成功的心脏源自于开滦煤化工

研发中心。该中心发展至今，共有 44
项技术成果申请发明专利并获得受理

公示，其中“焦炉气制甲醇合成驰放气

回收利用方法”等 15项专利已获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共有 11个项目
成果经省级以上技术鉴定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其中 4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完成了 M15甲醇汽油配方的研
制，制定的河北省《M15 车用甲醇汽
油标准》已颁布实施。

据美国（DOC）研究中心对 10种
汽车使用含甲醇 5%至 10%的汽油行
驶实验结果表明，在一般汽油发动机

上用甲醇燃料时，燃烧排气中的一氧

化碳比汽油减少了 30%左右，氮氧化
物比用汽油时减少 30%至 50%，未燃
烧碳氢化物减少 30%至 60%。
而开滦集团的甲醇汽油中，甲醇

含量为 15%，比美国公布的数据更为
环保。

在“十二五”期间，开滦集团中阳

公司甲醇燃料示范项目一期每年 10
万吨 M15甲醇汽油工程，将投资 1.05
亿元，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8亿元。
预计 9月底建成投入试运行。

去年，曾有专家预计，几年后，甲

醇燃料有可能在市场上得到比较广泛

的销售和使用。

“对于甲醇汽油，消费者应该能够

接受，价格方面不会比 93号汽油贵，
且更为环保，燃烧效率会更高。汽车不

必做任何改动就可使用甲醇汽油，而

老旧汽车只需要清洗一下油路即可。”

李顺常说。

资讯

合肥经开区企业抓安全政府补贴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煤矿工会深入开展“日读千字、

周写一文、月听一课、季读一书、年长一技”“五个一”读书学习

活动，该矿工会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河北省总工会分别授予

“模范职工之家”、“职工书屋”等荣誉称号。 矿工会为 22个
基层单位“职工之家”配置了“煤矿安全、法律法规”等多个领

域的图书 9000余册。配备了电脑、电视等学习工具。基层分会
采取“自学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读书学习活动。

（郭永旺 魏冰冰）

郭二庄矿开展“五个一”读书活动

5月 26日，震惊世界的巨型玉海“九龙玉海”于通州区台
湖星湖园亮相。在“九龙玉海 碧玉至尊”的新闻发布会上，由

北京市玉成轩工艺品厂厂长张玉成主持并介绍九龙玉海创作

启发及来历，并对九龙玉海做了全方位介绍。九龙玉海以张南

碧玉为原料，通体为浅绿色，长 2.2米，宽 1.8米，高 0.68米，重
达 2.5吨，原料 13吨，共有九条飞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是迄
今为止最大的玉海作品。亚洲珠宝联合会主席李劲松，风水玄

学大师苗大共同出席此次活动，并主持了揭幕仪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巨型玉海亮相京城

近日，拥有百年历史的哈尔滨啤酒与唐山啤酒在唐山市

万达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口味不变 品质百年”哈尔滨唐山啤

酒联合品牌上市发布会，这标志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历史

韵味的唐山啤酒将与哈尔滨啤酒强强联手，共享哈尔滨啤酒

百年传承的精良工艺，开启唐山啤酒崭新纪元。为庆祝此次颇

具意义的品牌联合，主办方独具匠心地在发布会现场将主背

景板及舞台用 猿阅 立体画效果呈现，极具视觉冲击力与震撼效
果。

唐山啤酒与哈尔滨啤酒强强联手

在 4月刚刚落下帷幕的上海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和第十
四届中国清洁博览会上，Rubbermaid Commercial Products (以
下简称“RCP”)与清洁行业、酒店行业及物业管理行业等诸多
行业从业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市场亟须高效与有助可

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这一诉求，与 RCP 一直以来强调的“可
再生，低能耗，可回收”的产品理念不谋而合。深耕中国市场

18年，RCP主要为酒店及物业管理行业客户提供清洁及废物
处理的产品及服务。

RCP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蓝图

近日，“新星杯 2011/12年度印刷包装十佳评选”、“新星杯
2012年度印刷行业十大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上海新星
印刷器材有限公司赢得“社会责任企业”奖项；雅昌企业集团等

问鼎“十佳出版印刷企业”；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等揽下

“十佳包装印刷企业”称号；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等夺取

“行业推动企业”桂冠；浙江康尔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成为

“民族制造领军企业”；绘博油墨（深圳）有限公司等问鼎“环保

印刷贡献企业”。

2012年度印刷行业十大评选举行

日前，记者从合肥经开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

工作大会获悉，2013年，经开区还将继续对开展安全生产标
准化达标创建的企业进行补贴。据经开区通报，2012年全区
共有 112家企业完成了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按照
经开区管委会出台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补贴标准，一

级标准化 10万元、二级标准化 5 万元、三级标准化 3 万元的
补贴标准，2012年，经开区拿出 472万元对企业进行补贴。

（顾蕾 郝玲）

开滦集团煤化工产业再发力
唐山下半年或试点销售甲醇汽油

本报记者 陈玮英

5 月 31日为世界无烟日，结合今年世界无烟日“禁
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主题，工商海淀分局三项举

措加强烟草类广告监管力度。一是加大烟草广告监管力

度，在对电影、电视、期刊等传统媒介的烟草广告的常态

化监管基础上，加大了对利用互联网发布烟草广告的监

管力度。对于发布违法烟草广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二是积极支持禁烟宣传，通过主动参与禁烟公益广告

的设计，利用海淀工商官方微博、搭建媒体交流平台等方

式，积极推动禁烟宣传。三是借助社会化力量增强社会对

违法烟草广告的共同监督。群众可通过 12315热线电话、
微博等方式向工商部门举报违法发布烟草广告行为，一

经查实，工商执法人员将立即叫停违法广告并对相关责

任人立案查处。

工商海淀分局加强烟草类广告监管力度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从选址到生产运行，化工行业一

直屡遭抵制。从厦门 PX 项目开始到
近日昆明 PX 项目引发的社会涟漪，
似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意。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

长李勇武坦承，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产能过剩、

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等

制约行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

产过程中存在有毒有害物排放和易

燃易爆的风险。当前中国的环境安全

问题正处在敏感期，一谈到环境污

染、恶性事故，许多人就与石油和化

工联系在一起，“谈化色变”的倾向有

所蔓延，近年来由此引起的群发事件

比较多，影响很不好。

“化工行业现在压力也比较大。”

湖南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在今年两

会期间表示，从城市的规划来说，一

些项目经过科学论证后，当时的选址

是比较合理的，但是由于民众的误

解，将化工的风险放大成一股舆论，

把项目否决了。然而化工作为一种基

础工业，是必须存在的。“就像大家都

希望垃圾得到处理，但是谁都不希望

处理厂建在自己家门口，那是不行

的”。

安迅思中国信息总监戚敏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化工

业的产能近年基本都在逐年增长，乙

烯从 2004 年的年产 611万吨增长到
2012 年的 1730 万吨 /年，PX 从 2007
年的 369.5万吨 /年增长到 2012 年的
811万吨 /年。

据了解，PX 是 PTA 的原料，而
PTA 又是聚酯产业的原料。截至
2012年底，我国聚酯产业的产能已
经接近 4000万吨，占全球总产能的
60%以上。戚敏告诉记者，聚酯产能
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对于原料 PTA 需
求的剧增。

我国每年进口 PTA（包括 QTA）
超过 600万吨。“供不应求的状态使
得 PTA 生产利润丰厚。”戚敏表示，
据统计，2012 年到 2013 年，亚洲将
有超过 1600 万吨的新 PTA 装置投
产，而其中约有 90%在中国。

事实上，PX 与 PTA 以及聚酯的

产能规模相距甚远。戚敏称，以目前

PTA 产能增长的速度来看，我国每年
需要新增超过 400 万吨的 PX 产能
才能满足需求。

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收入

超过 2000 万元的企业）2.68 万家，
从业人员 686 万人，累计实现总产
值 11.28 万亿元，其中化学工业产值
6.62 万 亿 元 ，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31.5%、33.9%，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例分别达到 23.9%、14.1%。化工
GDP 在逐年增长。

一边是强大的市场需求，一边则

是由于选址遭据而项目难以上马。

2012 年，北京一家重化工企业
为扩大规模，在选址过程中，屡遭否

决。据一位知情人士讲，企业已经做

出承诺，采用先进环保工艺，一切以

环保优先。但还是被很多地方拒绝

了。

2012 年 10 月，宁波市政府新闻
办表示，经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

“坚决不上”PX 项目；炼化一体化项
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

在众多人眼中，化工厂就是一个

污染源，“只要通过科学的认识和处

理，是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危害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专家曹湘洪表

示。

“PX，没有说的那么可怕。”辽化
一员工认为，“主要是一般人不了解

这行。”

“现代产业污染是可预知、可防、

可控、可治理的。百姓对 PX 项目的
恐惧多数源于不了解以及相关企业

的不规范运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

华大学教授金涌表示，PX 是对二甲
苯，分子里面只有碳原子和氢原子。

其化学品毒性列为第三类，到现在为

止没有证据显示其具有致癌性，汽油

柴油同在此类。PX 的可燃性远远低
于做饭的天然气。

在金涌看来，PX 对环境的污染
行为与其它化学物一样主要体现在

饮用水和大气中，但是残留和蓄积并

不严重。PX 在环境中可被生物降解
和化学降解，而挥发到大气中的 PX
也可能被光解。

“推进信息公开”，这是李勇武此

前在“美丽化工———重塑行业形象，

改善公众认知”活动上的表态，“要完

善决策的公众参与机制、沟通机制、

调处机制，实现重大决策程序的法制

化，重视公众利益和诉求，欢迎群众

参与，接受群众监督。”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

长高吉喜也表示，现在民众都不太了

解化工，所以有一种盲目的恐慌心

理。化工企业要公正、实事求是地跟

群众说清楚，群众认识到位了也就不

会恐慌了。

恐慌症蔓延 多个化工项目被终止

本报记者 张龙

5月 30日，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家委员会组建成
立，汇聚了众多商界精英的非营利组织“中国企业家合作联

盟”在北京成立。中国企业家合作联盟成立的目的就是将中国

的中小企业联合起来，为应对经济危机，通过结盟的形式为企

业提供深度实效、实用的专业服务，相互携手的将企业做精做

细，做大做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家委员会主任、中国

企业家联盟理事长洪常春表示，联盟以推动企业家精神社会

化，推动经济发展为使命，致力搭建中国商界交流、合作、互

助、共赢的平台。

开滦集团五人获评“百名优秀青年矿工”

日前，第二届全国煤炭工业“百名优秀青年矿工”评选发

布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开滦荆各庄矿业公司综采一队生产

二班班长梁金宝、吕家坨矿业公司综采三队生产准备班班长

韩宝柱、范各庄矿业公司综采一队液压支架工吴金江、蔚州矿

业公司单侯矿运行乙班副班长刘苏、蔚州矿业公司崔家寨矿

机电队包机组员工齐王军等五名矿工榜上有名。他们均是来

自煤矿采、掘一线青年矿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祁宏伟）

中国企业家合作联盟在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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