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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龙泰良 张琴琴 本报记者 黄春兰

茂名石化：守护一方碧水蓝天
2013年 4月，中国人民大学发布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报

告。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在全国

28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广东茂名市等
1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并列第一。监测
数据显示，近几年，茂名市区空气质量

始终达到国家大气质量二级标准以上，

优良天数 100%，其中 2012年优的天数
达到 248天，名列国内地级以上城市前
茅。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国内最大的石

油化工产业基地之一，茂名市区能有这

么好的空气质量，首先得益于茂名石化

公司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与治理。

茂名石化公司是广东省工业观光

旅游景点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几年，

公司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使企业在

综合实力迈向世界一流的同时，实现了

增产增效减排减污，用实际行动守护着

一方碧水蓝天。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走进了茂名石化，亲身感受这份成果。

绿色生产 打造南方最大
绿色能源生产基地

茂名石化公司总经理余夕志认为：

“茂名石化作为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工生

产企业之一，就要在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做好

表率，大力实施差异化和绿色低碳发展

战略，突出抓好资源优化和结构调整，

精心组织生产经营和工程建设，切实加

强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2011年 9
月，茂名石化成功开发国 3车用柴油生
产技术，并大批量向市场供应优质国 3
柴油。2013年 5月 1日，柴油质量再次
升级，茂名石化生产的车用柴油硫含量

全部达到国 3标准。2011年以来，这家
公司生产的汽油全部为国 3或粤 4标
准的 93号以上高标号无铅汽油。

为全面提升油品质量，2011年 1
月，在中国石化集团支持下，茂名石化

投资 40多亿元，全面启动油品质量升
级改造工程。2012年底，工程陆续建成

投用，油品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其中新

建了一套 150万吨/年催化汽油吸附脱
硫装置，用于将汽油质量升级到国 4标
准，并对现有的 2号柴油加氢装置进行
技术改造，生产国 4柴油。

按照茂名石化的产品质量升级规

划，2013年底，他们生产的车用汽油将
全部达到国 4标准，2014年底前车用
柴油全部达到国 4标准，2017年底前
车用汽、柴油全部达到国 5标准，成为
我国南方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基地。

低碳发展 15亿投资
保证世界一流水平

近 6年里，茂名石化累计节能 70
多万吨标煤，相当于一座中型煤矿一年

的产量。在近 3年的政府节能考核中，
这家公司年年被评为中国石化集团和

广东省节能先进单位。

茂名石化一直致力于节能减排，通

过不断强化管理、优化操作和实施技术

改造，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资源，吃干

榨净每一滴原油，实施低碳发展，在生

产中防止污染。他们最大限度地回收火

炬气作为生产燃料，炼油和化工装置均

实现了正常工况下消灭火炬，既保护了

环境，又节约了能源。所有装置已形成

完善的检修物料零排放方案，杜绝了装

置检修过程中的物料损失。近两年，通

过实施零排放管理，共回收各种物料

3.2万吨。他们将生产中产生的硫化物
回收加工成硫黄，并研发出了食品级硫

黄生产技术，开了国内炼化企业生产食

品级硫黄的先河。

在近两年的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

程中，其环保投资为 11.65亿元，占项目
总投资的 15.84%，确保实现增产减污
目标。2012年投资 1.2亿元实施 23个
节能减排项目，在全面达标排放的基础

上，氨氮排放量同比减少 60.41%，吨原
油排水同比下降 10.53%，在中国石化
同类装置能耗竞赛中，炼油、化工主要

装置均达到数一数二水平，炼油单因耗

能、乙烯燃动能耗、乙烯装置损失率全

国最低，达到亚太地区先进水平。

“十二五”后三年，公司将投资 7亿

元实施 82个节能改造项目，投资 8亿
元提高环保硬件水平，确保 2015年公
司节能和环保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真

正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

“三废”治理 企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共生

在茂名石化炼油厂总排水口，人

们经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的鱼虾逆

流嬉戏。而在乙烯厂，准备外排的污

水池塘里，漂亮的金鱼悠闲地穿梭。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们甚至可以看到

成群的白鹭在塔林上空翻飞起舞，在

装置间的绿草地上悠闲漫步。

这些，得益于茂名石化持之以恒

的环境保护与治理。茂名石化按照

“我安全，我幸福”、“我环保，我受益”

的理念，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保护与治

理制度，努力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和

环境友好型企业，近三年，消灭了车

间级以上安全事故，各种排放全部达

标，安全环保工作在国内石化企业中

名列前茅，多次获评“广东省环境友

好企业”。

茂名石化致力创建无泄漏装置、

无异味厂区、花园式工厂，绿化率达

97.5%，把生产厂区打造成了南方油
城一道靓丽的风景。2010年开始，他
们将炼油厂区污水明沟改成暗沟，并

在沟上种植花草，不仅消灭了雨天污

水沟发出的异味，而且美化了厂区环

境，使沟渠沿线成为厂区内一道清新

夺目的风景。乙烯厂区绿化率

97.1%，由建厂前的红土飞扬变成了
花园式工厂，被广东省列为工业观光

旅游点。公司采取更换表层沙土、挖

大树坑回填塘泥等技术措施，高标准

完成了港区的绿化美化工程，港区现

已椰树成行，花木错落有致，鸟语花

香。公司多次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单

位。

茂名石化在搞好自身环保建设

的同时，利用设备精良、技术先进、人

才多的优势，大力支持地方企业搞好

环境治理，将地方企业不符合外排条

件的污水引至茂名石化污水处理场

集中处理达标后外排。2012年，共计
帮助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等九家

企业处理了 256713吨废水，累计对
29个地方企业排污口进行了 3408次
取样检测，并长期组织环保监督员巡

查企业厂区外排环境，及时发现并协

助地方企业处理了多起环境问题。

广东省信宜（桂粤界）至

茂名公路项目是《国家高速公

路网规划》“7918”路网布局第

七纵线包头至茂名高速公路

的终点和最南段，是粤桂两省

重要的出省通道，也是广东省

“十二五”时期“县县通高速公

路”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其全线位于广东省茂名市

境内，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

规划 (2004——— 2030 年 )》中的

“九纵”。路线起点位于粤桂界

陈金顶，顺接包茂高速公路桂

境岑溪至水汶段，往南经广东

省信宜市、高州市、茂港区，止

于电白县林头镇，设大昌口枢

纽互通接已通车的 G15 沈海

高速。

该项目全长约 122 公里，

主线采用高速公路技术标准，

双向四车道实施 , 设计速度

100 公里 /时。全线桥梁工程

特大桥 2.4 公里 /2 座、大桥 37

公里 /94 座、中小桥 2 公里 /25

座、隧道工程 2.3 公里 /6 座；

全线设置 11处互通式立体交

叉、2 处主线收费站；设置停车

区 2 处、服务区 2 处、互通立

交连接线 7 条总长约 19 公

里。该项目桥隧占路线比例高

达 21%，高边坡多达 100 多

处，再加上根据广东省委省政

府的要求，该项目 必须 于

2015 年底建成通车 ,建设周期

缩短，时间紧迫，建设难度较

大。

广东信宜至茂名公路
即将动工建设
兰梅

为期四天的 2013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落下帷幕。记
者获悉，本届展会已达成商贸项目（含合同、协议和意向）6250
宗，总金额 769.8 亿元人民币，比上届增长了 12%，实现了展
会预期目标。

据悉，全国共有 24个省市的 1213家企业参展，展位 3098
个。达成商贸项目成交额排名前三位的产品依次是：家电电子

290.5 亿元、家居用品 165.7 亿元、服装鞋帽 158.4亿元，分别
占总成交额 37.7%、21.5%、20.5%。

据统计，今年 5500多家采购商共派出 12000多名买手，
与参展企业进行洽谈对接，比上届同期增长了近 10%。截至
20日中午，入场参展、观展、采购人员超过 8 万人次，比上届
增长了 11%。

此外，本届加博会推出的电子商务平台成为一大亮点。截

止到 6月 20日，加博会电商平台已有 216家企业上线运行，
还有 160多家企业正在录入资料，即将上线。

（黄春兰 张琴琴）

近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2年全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下简称为《报告》）中
显示，广东省位居 2012年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排名第
一位。

《报告》是首份全面反映我国各地区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的

综合性评价报告，从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环境四个维度

对 2012 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对
2007—2012年我国知识产权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对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进行了排名。粤（87.57）、沪
（86.09）、京（85.80）、浙（83.30）等 4 省市综合发展指数高于
80，被列为第一类地区。

据《报告》显示，广东省在 2010、2011、2012年连续位居全
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首位。其中在 2012年我国知识产权
创造发展指数方面位居第二，但在发明专利授权量、商标注册

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量等具体指
标方面，均居第一；在 2012年我国知识产权运用发展指数方
面，排名第三，但在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数量、专利质押

融资金额、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数、商标转让数等具体指标

方面，均居第一。

此外，广东省在 2012年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指数方
面，以 93.74高分，位居全国第一。其中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指
数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指数，均居全国第一；同时在 2012年
全国知识产权环境发展指数方面，领先于上海和北京，位居

第一。 （黄春兰 张琴琴）

茂名石化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董巍在各媒体记者面前饮经过化工净

化水装置处理过的清澈透明、无异味的“污水”，证明经过严格处理的废水无害。张琼 /摄

2013加博会达成商贸项目总金额超 760亿

粤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位居全国首位

该项目建设，是完善国家高速公路

网和广东省高速公路网的需要，对进一

步密切粤桂两省联系和合作，打通包茂

高速公路连接鄂尔多斯大草原，经华

北、西北、西南，直至广东省南海之滨的

大动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它的建成，将成为我国大西南内陆

省份的一条重要出海通道，并大大缩短

广东联系广西及西南内陆的距离和通

行时间，进一步扩大了广东茂名港、湛

江港向大西南内陆地区的辐射范围，有

利于促进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核心，

以沿海为扇面，以沿海港口城市为龙头

向山区和内陆省区辐射的“蜘蛛网状”

的形成，对促进粤西沿海与我国中西部

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该项目的建设，还将进一步

增强广东省茂名市的基础设施配套能

力，加快完善全市高速公路网络，填补

茂名市辖区内信宜、高州两个县级市没

有高速公路的空白，带动茂名市辖区内

“两市两区一县”的县域经济发展，促进

茂名市、省区域协调发展。

项目建设目标：精心建造，打造广东省第一条“全数字

化、生态化、标准化并具有岭南特色”的山区高速路。

该项目在前期设计中，严把设计关，以“宽容耐久、绿色

低碳、标准示范、管养便捷”为设计理念，要求设计工作人员

在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及技术指标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

合理、灵活地运用技术指标，精细设计，创新设计，志在推进

全数字化、生态化、标准化“三位一体”的高速公路建设，设

计出一条具有岭南特色的山区高速公路。

项目建设情况：采取超常措施，项目即将按期开工建

设。为争取有效建设工期，超常完成项目前期工作任务，在

广东省委省政府、茂名市人民政府、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

集团及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下，包茂项目前期各项工作有

力地克服了外部不定因素的影响，平稳而较快推进。目前，

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招标工作、先行用地报批已完

成 ;施工用地丈量（含清表）已完成总征地面积的 50%。至
此，该项目先行性工程已具备开工建设条件，预计本月底可

开工建设。

推进“三位一体”的高速公路建设

打通包茂高速公路南北纵大动脉

东岸河大桥效果图

包茂全线挂图

陈金顶隧道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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