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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答卷：
经济与生态的双高效奇迹

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

方圆公司已经构建起一条

“铜冶炼—稀贵金属冶炼—

硫酸—水泥原料”的循环产

业链，实现了不同产品之间

的工业废弃物、污染物循环

利用，达到示范区内污染物

零排放的目标。

“节能环保一定是花钱

的事吗？我不这么看。方圆公

司的尝试证明，花钱的事可

以变成赚钱的事！”方圆公司

董事长崔志祥自豪地说。

方圆公司探路循环经济

的结果，亦与国家发展循环

经济战略不谋而合。2012 年
12 月，国务院通过 《“十二
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将

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成为中

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任

务。

全产业链低能耗
零排放
目前，方圆公司共有两

个工业园区处于正常生产

状态。其中第二工业园区主

要以铜精炼、电解以及稀贵

金属的综合提取为主；第三

工业园区是公司承担的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吹氧造锍

多金属捕集技术”项目的产

业化示范基地，以铜熔炼为

主，辅以烟气的综合回收利

用。

记者了解到，该集团在

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实际，慢慢摸索，

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备、高

效的生态工业体系，实现了

园区内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取得了很好的环境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该集团提供的资料

显示，这一整套完备、高效的

生态工业体系包括：一是生

产用的水、酸等，通过净化工

艺，全部实现闭路循环，达到

废水“再处理”、零排放的目

的；二是熔炉出口的高温烟

气通过余热利用系统，将其

中的热能完全吸收，转化成

蒸汽和热水；三是烟气中的

粉尘，则通过布袋收尘、电收

尘等多种设备进行最大限度

回收，然后再次返炉，提取有

价成分；四是铜电解过程中

产生的阳极泥，送到稀贵分

厂深加工，分别提取其中的

金、银、铂、钯、硒等稀贵稀散

金属，剩余渣子则进入熔炼

炉再次提取有价金属。

同时，不仅能对铜、金、

银等矿进行提取，而且对低

品位、难处理的多金属矿以

及含金、银高的贵金属伴生

矿，甚至垃圾矿都能进行综

合提取。其工艺对铜的回收

率高于 怨苑援苑愿豫、对贵金属的
回收率为 怨愿援缘豫，均好于目
前国际先进水平。方圆公司

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

“铜、金、银等主要有价元素

的综合回收率高，实际上相

当于把后续工艺中存在的环

保问题提前到冶炼工序中来

部分的加以解决。所以回收

率高，因为产出的冶炼渣在

量上就很少。”

数据显示，目前，底吹炉

所产熔炼渣的渣含铜为 2%
左右，在当今国际领先的冶

炼工艺中占有明显优势。

“熔炼渣后，紧跟着一条

完备的处理回收生产线：经

渣缓冷，进行第一道处理，含

铜量高的冰铜包壳等被回

收，重新配入炉内，剩余的进

入渣子选矿环节，经过磨矿、

浮选工艺，获得渣精矿以及

含铜量低于 0.3%的尾渣，渣
精矿作为原料，配入底吹炉，

尾渣则是水泥厂的优质原

料。这样一来，在固体形态上

就没有任何垃圾了。”上述工

作人员如是说。

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再生

铜冶炼领域，借助“底吹工

艺”的技术优势进行技术攻

关，彻底解决了再生铜冶炼

中产生“二恶英”的环保难

题，提供了一条最环保的再

生金属处理新路。

工业“三废”
背后的宝藏
在有色金属企业发展环

保事业，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

决工业“三废”。

“在公司发展的前十年，

受制于技术水平的发展，基本

采取的是传统方案；随着‘氧

气底吹熔炼多金属捕集技术’

在公司落地开花之后，在它的

启动和推动下，不断研究和完

善了一系列的涉及资源综合利

用的知识之后，我们找到了一

条清晰的环保产业之路。作为

排放物的所谓的工业‘三废’，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方圆公司

宣传文化部主任聂刚说。

记者了解到，氧气底吹技

术可以将生产中产生的“三

废”进行进一步加工，从中提

取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冶

炼烟气为例，众所周知，冶炼

烟气是冶炼企业环保领域的

主要难题之一，但方圆公司在

反复试验后发现，高温烟气在

经过余热锅炉时，可以率先回

收其热能，由此，作为环保

“罪魁祸首”之一的烟气，变

成了通用能源的电能。

在烟气处理上，方圆公司

采用的是世界先进的“两转两

吸”工艺，并配以亚硫酸钠生

产，将熔炼和吹炼工艺产生的

含硫烟气，进行高强度处理。

此外，方圆公司科研团队

在污酸污水的处理领域，也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该团队发明的污

酸浓缩回收工艺，成功实现了

“污酸变好酸”，在取得经济

效益的同时，省去了污酸处理

带来的成本投入。一正一反之

间，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

益都得到了明显体现。

在方圆公司，污酸污水同

属于净化水车间处理。“对于

污水，我们的理解是，一种混

合了其他资源的水资源，如果

我们能把这些混进来的资源

拿出来，我们就能得到可以继

续使用的水资源。”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经过净化水车间处

理过的中水，已经被方圆公司

广泛应用于厂区的其他生产

环节和部门，“水中没有被完

全分离出来的元素资源将随

着水分进入生产系统的循环

链，迟早要被我们捕获”。记者

了解到，这是因为，水资源在

方圆公司的生产系统中，走的

是一条“闭路循环”的路子。

“如果没有这些新工艺、

新技术，那么我们面临的将是

环保压力以及治污带来的经

济投入，有了这些工艺、技术

之后，我们面临的资源的附加

值，就是企业的效益。天下间，

有哪家企业会拒绝效益呢？”

聂刚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本报记者 江丞华

“氧气底吹熔炼多金属捕集技术”产业链流程图

要遵循自然法则，按“天命”，行

“天道”，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钱不是靠运气、靠胆量、靠赌挣

来的，也不是凭哪一笔业务就能暴

富的。钱是靠一分分、一笔笔积累出

来的，你想一步登天，可能会跌入万

丈深渊！踏踏实实地去做就很好了，

何必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赌呢？一定

要摆正方向，定好自己的位！

———崔志祥

矢志不渝，打造绿色环保、高效

生态工业园区。

我们追求的环保目标：

零环保安全事故、零污染、零排

放、零职业病伤害。

我们遵循的环保原则：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

理。

我们秉承的环保理念：

安全是天、环保是地、敬天爱

地，天地之命不可违！

我们崇尚的环保精神：

既要金山、银山、铜山，更要碧

水蓝天。

一、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

策，坚持环保优先方针，践行科学发

展观，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环境保护

的社会责任。

二、坚定不移地将环保理念植

入生产全过程，做环保工作模范企

业。

三、以承担国家科技项目为契

机，革新环保工艺，提升环保水平，

做环保技术领先企业。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利

用再生资源，做环保理念推广企业。

五、继续深入开展环保活动，提

高员工环保意识，打造绿色环保工

业园区。

我们郑重承诺：“生态环保誓

言”必将落实到我们的日常行动中

去。我们必将恪守承诺，践行诺言，

厉行环保，争优创先！用我们的理念

和坚守，打造企业环保工作的典范。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生态环保铜

业”的目标努力迈进。

2000年，投资300万元研发了精

炼水循环除尘装备，除尘率高于国

家设计标准。

2001年,实现了铜精炼的余热利

用，节约了大量蒸汽能源。

2001年，电解车间全部实施膜

式覆盖，再节约蒸汽30%。

2012年12月，公司组织实施的

国家863计划“热铜锍底吹连续吹

炼”工业化试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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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公司近期荣誉:

连续三年被东营经济开

发区评为环境保护先进企

业，循环经济节能降耗先进

企业。

荣获 2010年度“山东省

循环经济示范单位”称号。

2011 年 7 月，顺利通过

山东省环保厅组织的清洁生

产审核验收，评定等级为“优

秀”。

2012年 5月，荣获“开发

区‘十一五’环境保护工作先

进单位称号”。

[ ]环保宣言

员工金点子

厂区路上时常发现阳板

板或粗铜上掉下来的碎铜，

捡起来送车间太远，不捡又

可能流失，因此建议在厂区

设立碎铜专用回收箱。

———尹春玲、殷辉

精炼用的小木柴比较难

买，而且很贵，用大木柴烘

流管、包子，比较浪费。建议

买些棉花柴来试一下，看看

效果如何。

———耿德芝

充分利用叉车不能用的

废油，例如用来刷在叉子和车

链条上，可以防锈、润滑；在完

成工作的前提下，叉车尽量减

少运输距离，节约用油。

———杨丽

水套循环水换出的水，可

以为水碎渣补水，实现水资源

充分利用。

———张学东

一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定蕃、张国成组成的专家组认定其
“无污染、低能耗、高效益”的技术推广前景广阔，并且该技术于

2009年入选与国家 863计划地位相同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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