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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谷武民 文图

“天蓝 水清 地沃 人善”
——三聚环保情系中原 助力河南出新彩

核心提示 | 南北一渠贯通，京豫深情相牵。如果说，京豫合作的宏伟大业就像一部优美迷人的交响
乐，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聚环保）助力中原、服务河南的探索则构成了这部交响
乐中的精彩音符。同饮一渠水，携手创未来，三聚环保以市场为先导，技术为核心，项目为载体，联盟
为平台，资金为纽带，孜孜进取，深耕河南，书写出京豫能源产业创新、转型、发展的新篇章。

6月 8日，河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莅临
鹤壁市调研。在宝马工业园察
看重点项目建设，详细了解鹤壁
华石能源公司生产工艺、产品销
售及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听取了三聚环保董事长刘雷

“利用河南省独特资源优势、推
进京豫战略合作”的汇报，要求
鹤壁市委、市政府加强与省直
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研
究推进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
并对京豫合作项目“中国首套
自主研发的超级悬浮床加氢工
业装置”实现安全稳定运行给
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早在2016年8月22日，在
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陪同
下，省委书记谢伏瞻、省长陈润
儿组成京豫战略合作政府考察
团莅临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

京豫两地领导围绕着北京
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展
台，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刘雷董事
长和林科总裁讲解的关于绿色发
展与节能环保技术创新项目在河
南省实施情况。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超级悬浮床（MCT）工业
示范装置成功落地鹤壁，秸秆生
物质综合利用项目将在河南新
乡建成……三聚环保，与中原大
地这片沃土结下深厚情谊。

成果的背后浸透着付出和
汗水。

2016年2月21日夜晚，元
宵节前一天，国人举家团圆，沉
浸在节日喜庆中。而在豫北鹤
壁的宝山循环经济产业园里，
超级悬浮床工业示范装置技术
团队的科技人员却正在为装置
的试车紧张地忙碌着。

一次次实验室测试宣告成

功，但在工业装置试车现场，大
家还是紧张不已。几十个小时
过去了，装置没有达到理想效
果，现场情绪降到冰点。

优化，优化，再优化！这
次，装置的反应好得出人意料，
单元转化率接近100%！现场
沸腾了。“成功了！”他们兴奋拥
抱，自豪的欢呼声在园区回荡！

去年4月15日，三聚环保
正式对外宣布：我国首套自主
研发的超级悬浮床工业示范装
置一次开车成功并实现连续平
稳运行。我国跻身重油加工技
术世界领先行业！

拥有现在世界第一的超级
悬浮床MCT技术，可以把重质
原油加工效率大幅度提高，工业
数据转化率达到96%~99%，轻
油可以到92%~95%，这是全球
范围内重大技术上的突破，标志
着我国在重大炼油技术上走在
世界的前列。

今年5月2日，又一个振奋
人心的消息传来。

三聚环保发布公告宣布，与
北京华石能源在河南鹤壁共同
完成了世界上首套超级悬浮床
（MCT）装置加工石油基高钙稠
油的标定任务，验证了超级悬浮
床对高金属含量、高残炭含量渣
油加工的特有优势，啃下重油加
工这块硬骨头，意味着稠油从此
不再是“愁油”。这是继2016年
2月21日超级悬浮床装置开车
成功并顺利完成全馏分高中低
温煤焦油加工后，在重油加工领
域取得的又一项具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重大技术进展。

业界专家告诉记者，目前，
国内加工劣质原油、渣油大多采
用传统延迟焦化工艺，汽柴油产
收率仅为60%左右，使用超级悬

浮床MCT工业装置，能做到常
规油、非常规油、原来炼不了的
油“来者不拒”，并且用劣质原料
可产出优质产品，较以往的加工
手段多出30%的清洁油品。若
在全国范围内应用的话，一年就
能多产约9000万吨欧v标准清
洁汽柴油，相当于几个大型油田
的产量。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利
用悬浮床技术加工生物质油的
中试研究亦取得突破，作为平台
技术，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原料选
择的多样性，还对解决我国地
沟油、潲水油、秸秆油、棕榈油
渣的出路问题和加工难题提供
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

鹤壁超级悬浮床加氢工业
项目的成功，离不开三聚环保
与华石科技人员和工程建设人
员的不懈努力，也得益于美国、
德国、日本相关领域国际专家
的指导和支持，鹤壁正在悄然
崛起为一个集实验室研发、中
试示范、大型工业示范为一体
的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基地。目
前正在与中石油、地方石化企
业和美国、俄罗斯、拉脱维亚等
国际市场开展多种原料试加
工、技术交流、商务洽谈等合
作，对今后MCT超级悬浮床技
术走出国门并在国内能源领域
广泛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月的鹤城，春花烂漫。
今年3月8日，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带
领专家在鹤壁市政府领导和三
聚环保刘雷董事长的陪同下，
来到鹤壁华石能源公司现场考
察，对产业园区内的全国首套
自主研发的超级悬浮床专利技
术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将为
该技术“开花结果”应用推广作
出积极贡献。

抚今追昔，风雨兼程。
2008年10月，当地老

牌企业鹤壁宝马集团公司
投资9000万元，鹤壁宝发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宝发能源）应运而生，主
要生产二甲醚。二甲醚是
一种可批量生产的可替代
能源，被称为“21世纪的清
洁燃料”，是石油液化气替
代产品，具有成本低、无毒
害、绿色环保等特点，市场
应用广泛，产品畅销全国，
产品附加值高。

伴随着规模快速膨胀，
外部环境变幻莫测，企业发
展的瓶颈悄然而至。

由于企业规模小、产品
结构单一、技术优势不明显、
安全环保投入不足、融资成
本大等因素影响，宝发能源
变得举步维艰，企业产值产
量、盈利能力提高和可持续
发展力都受到严重制约。

当然，宝发能源自身优
势 依 然 不 容 小 觑 ，早 在
2009年9月，与中国五环公
司、湖北化学科学院联合研
制开发了具有国际前沿技
术的煤制乙二醇工艺包，在
形成工业化规模生产方面
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三聚环保对鹤壁宝发
能源的创新和胆识情有独
钟，对其帮扶改造的新思维
也胸有成竹，双方一拍即
合。2016年1月，三聚环保
牵头成立了化石新能源产
业联盟，涉及石油化工、煤

化工、天然气化工等领域，
鹤壁宝发有幸成为了创始
成员。三聚环保把单元技
术转成集成技术，先进的
技术在联盟内率先推广应
用，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
理念，也吸引了社会资本
的进入，企业的金融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再度获得
融资造血功能。如今，通
过产业联盟，三聚环保已
向近三十家产业紧密型的
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持和
管理服务。

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
与机遇并存。

鹤壁宝发能源抓住时
机，顺势而为，积极按照鹤
壁市新型煤化工产业布局，
作为对接企业与三聚环保、
北京华石联合能源开展战
略合作，引进资金、技术、人
才，建成中国首套自主研发
超级悬浮床加氢工业装置，
在鹤壁成立了由三聚环保
和北京华石联合能源共同
组建的“超级悬浮床加氢技
术研究中心”。

2014年 3月 31日，鹤
壁市人民政府与三聚环保
签订《合作发展新型煤化工
产业框架协议》，并陆续签
订了合作建设重油煤焦油
综合利用项目备忘录。三
聚环保在鹤壁多项大手笔
投资，有利于调整鹤壁市新
型煤化工产业结构，有力促
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下转A18版）

1 月 15 日，2016 年度
“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十大
新闻暨行业影响力人物”发
布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
《首套超级悬浮床工业示范
装置开车成功》获得年度石
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北
京三聚环保新材料有限公
司总裁林科当选年度行业
影响力人物。

三聚环保成立于1997
年，是2010年在创业板上
市的一家混合所有制公司，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上市七年，其靠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成为中
国发展速度最快的环保技
术创新型上市公司，受到投
资者的青睐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在 3 月 25 日举行的
2017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
大会上，三聚环保与国家电
网、海尔一道，作为典型企业
代表，登台交流创新经验。

强企云集，作为中小企
业的三聚环保之所以能够拿
到分量极重的“麦克风”，靠
的就是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
化创新成果一等奖作品——
《高科技企业煤化与石化产
业融合联盟式服务管理》。

从1997年到2017年，
三聚环保整整走过了二十
年，二十年探索发展，二十

年砥砺前行，三聚环保由一
家单纯从事能源净化产品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型企业
成功转型为清洁能源解决方
案的提供商。“十三五”伊始，
三聚环保又为自己的新征程
描绘了一幅更加宏伟的发展
蓝图，立志成为国内一流、国
际知名的综合性能源服务公
司，为能源产品提供清洁化
服务、低碳转化服务以及整
体解决方案。

五年弹指一挥间。
三聚环保首次尝试对

豫开展清洁能源合作，始于
2012年支持鹤壁宝发能源
的脱硫项目改造，这也正式
成为以三聚环保为代表“京
豫能源联姻”的开始。

三聚环保作为一家以
环保、清洁能源为核心业务
的科技企业，公司的优势主
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商业
模式创新上。

其为传统企业转型升
级开辟出完美路线：利用原
有的产业基础和设施，嫁接
上全新的产品设计路线和
先进技术工艺，整合各方资
源，通过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与有机衔接，将过剩产能转
化为市场紧缺的高端产品，
让亏损企业重新盈利，最终
实现削减落后产能、产业转
型升级的目标。

打造新型煤化工、石油化工融合发展的产业基地，展现三聚环保创新力

三聚助力，创新为王，
产融结合，助推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A 新思维

BB 新模式

鹤壁宝马工业园华石能源超级悬浮床中试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