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圆”的情怀：
黄河入海流汇聚千亿目标

千年黄河奔流不息，是大

海力量的召唤；方圆公司，这

颗黄河三角洲崛起的铜业新

星创造科技兴国的奇迹，是未

来力量的召唤。

2008 年 12 月 16 日，方
圆公司投资几亿元的“氧气

底吹熔炼”项目一次投产成

功，为铜和稀贵金属的综合

回收提取开辟了一条新路子，

并一举改写了中国冶金史。

短短 5 年的时间内，方圆公
司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走向

高端，用科技杠杆撬动了世

界，走过了西方人上百年走

过的路。未来道路的力量 ,正
在召唤方圆公司掀开世界冶

金史新的一页。

未来的召唤———
组织新的科研机器

大危机带来大梦想，意味着

大的腾飞。从金融危机中起步转

型的方圆公司证实了这一规律。

“当初刚进入铜行当时，我

们是门外汉，‘两眼一抹黑’，起

点很低。”方圆公司董事长崔志

祥说，“在第一工业园时期，方圆

的阴极铜生产能力是 2万吨，
这在当时看来已经很大，但是

我们没有就此止步。只有不断

发展壮大，才能在市场上占据

更大份额，才能让更多人用上

我们的铜，更大程度地造福社

会。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

创业，兴建了第二工业园，阴

极铜产能达到 20万吨；在同
样的创业激情引领下，很快我

们又步入了兴建第三工业园的

征途……”

三个工业园是方圆公司的

三级跳，最难的是第三次跳跃，

对于方圆公司来说，是惊人的

一“跳”。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有色金属价格经历了一个

惊心动魄的起落周期。铜价的

一度低迷，使得在此之前极度

红火的铜产业、特别是中国的

铜冶金行业降至冰点，减产、停

产甚至搁浅。在这种情况下，方

圆公司勇敢地转型升级，研制

出了“氧气底吹造锍捕金新工

艺”这一核心技术。

现在的方圆公司，技术所

用核心设备全部国内制造，节

省了从国外引进的专利许可费

用。方圆公司建造一个年冶炼

能力 10万吨的铜冶炼厂，只需
要 7亿多元人民币，建设成本
比引进国外技术建厂低 50%。

短短的几年时间，方圆公

司形成了迅猛发展的强劲势

头，超越了国际国内较大部分

企业有色金属产业的发展速

度，实现了与全球最大的矿业

集团、贸易商的完美对接，取得

了生态建设与规模开发、高效

生产与科技攻关等多方面历史

性的突破。

未来的道路———
打通多层次产业链

产业链是产业上中下游

配套的问题，由此形成产业

链条。一般来讲，在一条完整

的产业链上，企业涵盖的环

节越多，利润的空间就越大。

由于氧气底吹的冶炼技

术，对原料能“吃干榨尽”，方

圆公司转变了科技研发的方

向，使有价元素的综合回收

从单一走向复合。一是多金

属的综合提取，让炼金、炼

银、炼铁、炼铜、炼铅、炼锌等

冶炼在贯通中从大规模现代

化生产进一步走向文明生

产。一是向阴极铜的上下游

拉伸发展，进行阴极铜的深

加工。目前，金、银、铂、钯、硒

等稀贵金属已进行试生产，

完整的产业链使企业步入健

康、持续、稳定的发展轨道，

成为我国有色金属行业最具

有竞争力的企业之一。“通过

运用这种技术，极大地提高

了资源利用率，增加企业经

济效益，且能节能减排。”崔

志祥说。

为打通产业链 ,方圆公司
的科技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
氧气底吹技术或许在硫铁矿

冶炼上，可做到低锍捕金回

收有价元素，实现冶金尾渣

铁资源化；在焦煤、油砂的

处理上，提高效率，降低炼

化成本；在氰化法炼金中一

次氰化后的尾渣处理上，大

大提高有价金属的回收率；

在含铜、金、镍等各类低品位

复杂矿的处理上，实现资源

的综合提取；在电力行业上，

电厂可采用“浸水式”燃烧取

热提高效率；在石化行业上，

由高压低温裂解聚合到低压

高温裂解聚合的转变等。好

戏连台,一出接着一出。

未来的梦想———
科技杠杆撬动世界

从一个传统冶炼行业的

普通民营企业，到如今掌控世

界最先进、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第四代铜冶炼技术”

的行业引领者，方圆公司完成

了从“草根”到卓越的精彩蜕

变。以方圆公司“氧气底吹熔

炼多金属捕集技术”为代表的

新兴技术的研发应用，或许指

明了金属冶炼行业乃至多个

领域未来十年、数十年乃至上

百年的发展方向。“我们的目

标，就是依靠科技创新，推进

技术升级，用科技杠杆撬动世

界，建设有色金属的工业强

国。”谈及梦想，崔志祥如是

说。

方圆公司的实践证明，

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

催生生产力大发展的重要力

量。方圆公司积极地探索了

多项高科技含量的新项目和

技改项目，加大了投入力度，

加快了扩规升级的步伐，并

对此制定了“十二五“期间的

发展规划：

首先，投资 50 亿元，建
设“氧气底吹熔炼多金属捕

集技术”项目二期工程“年处

理 100 万吨多金属矿项目”，
40 万吨铜电解项目及稀贵稀
散金属综合提取项目。

其次，建设方圆有色金

属国际物流中心，建设连接

山东半岛与京津冀豫的主要

物流枢纽，形成“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商流”协同发展

的产业链条，力争建成国外

矿料导向中国北方的一个端

口。

再次，投资 32 亿元，兴
建面向国际、服务中国，以有

色金属废料为主的可再生资

源回收、交易、加工利用和研

发中心，发展成为国家循环

经济试点园区。

最后，以方圆科技公司、

冶化工程技术研究院、技术

中心为依托，大力推广“氧气

底吹熔炼多金属捕集技术”，

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技术升

级和产业进步贡献力量。将

这个项目做成世界上炼铜和

回收金银等有价元素的首选

工艺，并把它做成名副其实

的国家级示范基地和样板工

程。未来几年，中国的铜工业

必将成为世界上的“巨无

霸”。

实习生 赵玲玲

方圆公司第三工业园鸟瞰

1998年，崔志祥从政府机关

下海创办方圆废杂铜冶炼厂；

1999年，方圆集团1万吨阴

极铜生产线正式投产，次年实现

产能翻番；

2003年，着手规划建设第二

工业园；

2005年，阴极铜产能达到8

万吨；

2006年，规划建设第三工业

园；

2006年7月31日，举办“氧气

底吹造锍捕金”项目奠基仪式；

2007年，阴极铜产能达到16

万吨；

2008年，方圆集团“鲁方牌”

高纯阴极铜荣获有色金属行业

产品质量最高荣誉———“金杯

奖”；

2009年的春天，方圆公司炼

铜“配煤率”降到了零，实现了

“自热熔炼”。这在中国有色企业

中，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家；

2011年，“氧气底吹技术”荣

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2年，阴极铜产能达到40

万吨。从企业初创到销售收入突

破百亿元，方圆用了大约10年时

间；从销售收入100亿元到200亿

元，方圆只用了大约3年时间；而

从销售收入200亿元到销售收入

突破500亿元，方圆仅仅用了两

年时间。

[ ]语 录

编辑：郭志明 于浩 E-mail：guozhiming007@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张勇 2013年08月20日 星期二

方圆之路·未来策

[ ]公司发展大事记

方圆公司下一步将会

着力在自动化、数字化控

制方面做出努力，进一步

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实现

综合回收厂与上游生产环

节的信息共享，实现整个

生产系统的可视化和更加

便于操控。到“十二五”末，

方圆公司力争实现阴极铜

年产量达 60万吨，黄金 20

吨，白银 600吨，销售收入

确保超过 800亿元，力争

达到 1000亿元。

———崔志祥

有色金属新材料开发
迎来春天

国家发改委 8月 12日发

布 2013年上半年有色金属产

业运行情况分析，指出产能过

剩、经济效益下滑依然是产业

面临的主要问题。下半年要严

格控制总量，并加强有色金属

新材料开发，扩大深加工产品

应用。业内人士分析，新材料

加工企业有望受益。

发改委指出，上述问题主

要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

“中间大、两头小”，冶炼产能

过剩，高附加值加工产品短

缺，依赖进口。对此要切实做

好化解产能过剩工作，推进企

业技术进步，加强有色金属新

材料开发，扩大深加工产品应

用。

氧气底吹只是我们技术革

新的新起点，我们的目标就是

要终极化、完美地解决有色金

属领域面临的资源、环境等共

性问题，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

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们

的担当和坚守。

运用这种技术，不仅能提

高资源利用率，增加企业经济

效益，也符合我国倡导的节能

减排、科学发展的要求。

我们有信心将这个项目做

成世界上炼铜和回收金银等有

价元素的首选工艺，并把它做

成名符其实的国家级示范基地

和样板工程。

———崔志祥

从一个产业链最低端做起，完成了向产业链最高端的

进阶，实现以技术换资源的超常规发展，并将技术资本化，

其转型价值堪称中国企业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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