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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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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绿色发展强音 打造省级边陲强镇

利源集团：
以环保为天
力争实现超低排放

在安阳，提起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的典范标兵，利源集团首当其冲。

5月 4日，记者驱车前往利源集
团，路上便被一座红顶白墙的巨型大
棚所吸引。“喏，那就是利源投资建设
的封闭煤场大棚！”随行的陪同人员向
记者介绍。

进入企业花园式的厂区，记者迫
不及待的来到煤场大棚，棚内干净清
爽，煤炭原料堆放有序。公司相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这是目前全国同行业中最
大的煤场，面积相当于8个足球场。

去年，利源加大环保深度治理
力度，投资8亿多元，开工建设了20
多个环保节能技改项目。其中，两
座煤场大棚投资8000多万元，投资
1.5亿元的5套焦炉烟气脱硫脱硝余
热回收项目已于去年投运，二氧化
硫排放量低于30毫克/立方米，年可
削减排放514.6吨；氮氧化物排放低
于 150毫克/立方米，年可削减排放
2356吨。

河南利源集团，位于河南省安阳
县铜冶镇，是河南省三大煤化工产业
园区的骨干企业，省工业企业 100
强。集团公司旗下五个分公司，主营
业务包括洗煤、炼焦、化工、发电、物
流、铁合金、新能源等。

早在2003年，集团董事长付玉堂
就敏锐地意识到，煤焦行业面临淘
汰落后产能、废气排放、废水排放和
固定废弃物排放等方面的环保压力
越来越大。短期来看，环保确实增
加了企业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通
过环保的达标，通过价格手段促使
落后产能淘汰，恰恰倒逼产业加快
结构调整、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而这
最终将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保治理项目往往投资大，收益
小，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
择！”付玉堂说，经过反复论证，他们认
为环保是大势所趋，企业只有走绿色
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远。为此，他们
从天上、地下、空中三管齐下，对废气、
粉尘、废水展开大刀阔斧的治理。

在企业内部环境改善方面，他们
积极建造园林式绿色企业，高标准配
套完善了消烟除尘、废水处理、脱硫、
脱苯、煤气净化等环保设施，使所有废
弃物完全实现了达标排放，厂区绿化
面积超过30%，形成了春有花、夏有
荫、秋有果、冬有青的良好环境。

从去年开始，在之前环保整治
的基础上，利源再加压、再升级，实
现全方位“转型升级、脱胎换骨”，目
前，还有两套投资 4亿多元 140T/h
干熄焦余热发电工程，废水深度处
理及110KV变电站扩容改造项目，
正在建设当中。

“项目全部建成后，我们利源集团
将实现超低排放，做绿色发展的先行
者！”付玉堂信心十足。

5月 4日，从安阳市区驱车前往
铜冶镇，沿安姚路行 30公里后向北
拐，不到10公里后，便是四大焦化企
业中规模最小、厂区建设得最为精致
的豫龙集团。

始建于1996年的河南豫龙焦化
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540余亩，现有
职工1000余人，总资产13亿元。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公司的两座焦
炉，具有年洗精煤100万吨、焦炭60
万吨、煤焦油2.5万吨、硫铵6000吨、
粗苯6000吨、发电量3亿度、硅锰合
金5.5万吨的生产能力。

自公司成立以来，他们坚持走循
环发展的道路，经过20多年发展，如
今已建成一条集洗煤、炼焦、煤气净
化、直燃发电、合金冶炼、合金冶炼渣
制岩棉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在四大焦化中，豫龙在污水处理
方面始终走在前列。在厂区东侧，一
座大型的污水处理厂内花团锦簇，布
置得像花园一样。花坛围绕着的是4
个大型污水处理池，董事长冯地报介
绍，这是该公司在 2015 年建成的
50t/h中水回用项目，年可节约新水
20万吨。

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适应新
形势环保、安全生产更严格的要求，
冯地报坚持“打造绿色焦化、建设亮
丽、清洁、一流企业”原则，他们先后
投资1000多万元对厂区建筑物和设
备重新进行粉刷和刷漆，对厂区及周
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购置各种保洁
车辆和环卫设备，强化道路和厂区卫
生保洁，使厂区和周围环境焕然一
新。

前两年，豫龙集团大手笔投入
3.1亿元，建设了干法熄焦、燃气蒸汽
联合循环发电和 50t/h 中水回用项
目。“这几个项目利用焦炭余热提高
煤气利用效率，在不增加新的能源消
耗的情况下，每年多增加发电量2亿
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6.48万吨，减
少 SO2排放 550 吨、减少 NOX 排放
479吨。”冯地报说。他们还于 2016
年投资4000万元建设了以合金冶炼
时产生的高温液态废渣为原料制保
温材料岩棉的生产线，年产岩棉3万
吨，使合金废渣变废为宝。

厂区面积有限，为了将原料封闭
起来，他们就拆除旧的厂房焦炉，投
资1亿多元按期完工建设了2万平方
米的原料煤场大棚、3000平方米的
产品焦炭大棚、2000平方米的合金
原料大棚。目前，他们正在建设投资
600余万元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
治理项目，预计 5月底建成投用，继
续改善和提高厂区大气质量。

“我们就是想让职工生产生活的
环境好一点，再好一点，为了企业绿
色发展，我们不遗余力！”冯地报语气
坚定。

在铜冶镇，鑫磊集团的发展可以说是
一个“传奇”。

“传奇”体现在哪里？铜冶人都知道，
在四大焦化中，鑫磊成立的时间不是最早
的，企业规模也不是最大的，四座焦炉，年
产焦炭130万吨，但它的发展速度却是最
快的。5月4日，记者来到鑫磊集团，探寻
其发展“密码”。

鑫磊集团下属鑫磊能源和宝舜两家
公司，鑫磊能源以洗煤、炼焦、发电业务为
主，而成立于2003年 4月的宝舜，则主要
进行煤焦油精深加工、苯加氢及精细化工
生产和研发。

首先来到北部的鑫磊能源公司厂区，
该公司环保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
于去年完成了所有环保深度治理项目，包
括总面积 3万平方米的封闭煤场大棚，2
套脱硫脱硝协同处理装置、发电机组增建
脱硝改造工程及4套在线自动监测装置，
目前企业已实现超低排放。

再来到南部的宝舜科技公司，其自
动化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厂区中几乎看
不到操作人员，所有设备都是由中央控
制室的系统实现控制，包括泵房和汽车
运输等。陪同的企业负责人介绍，宝舜
既是河南首批互联网+示范企业，也是河
南省首批两家智能制造车间的其中一
员，更是安阳唯一一家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

鑫磊的发展速度为何这么快？该公
司董事长李成杰说，企业有一套敦厚的文
化理念，主导“上下和谐、内外和谐、政企
和谐、家庭和谐”。企业每年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拿出数十万资金让困难职工的子
女走进学堂；重阳节，把村里60岁以上和
退休员工请到企业聚餐拉家常，发放礼
品；每年帮扶一个贫困村，从资金、人力、
项目建设等给予扶持；倡导“上孝下教中
关爱”，教育员工上要孝敬父母，下要教育
子女，中间要员工之间关爱，夫妻之间互
爱。

科技创新一直是鑫磊集团的核心动
力。他们先后与天津大学等高校院所建
立密切合作关系，并建立院士工作站，利
用人才、技术优势，以及集团的资源、资金
优势，在煤炭洗选加工等领域开展多方合
作，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截至目
前，集团与各方共同研发 20余项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拥
有专利50余项。

鑫磊的转型之路仍未停止。近年
来，我国炭素制品市场呈现供不应求，
特别是优质针状焦依然只能依赖进
口。李成杰介绍，为突破我国炭素产业
发展的资源瓶颈，目前公司正在建设一
个年产 5万吨新型炭材料项目，即针状
焦项目，总投资4亿元，该项目的主要产
品针状焦是制造高功率和超高功率电极
的优质材料，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20
亿元，利税2亿元。

“加大科技投入和创新力度，我们就
不会被行业淘汰。”李成杰十分笃定。

组建于1997年的河南顺成集团，
是一家集采煤、洗选、炼焦、化工、发
电、投资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作为铜
冶镇四大焦化之一，顺成因其规模而
扬名全国。

5月4日，当记者走进该企业的厂
区，便被眼前所见而震撼：七座几十米
高的大型焦炉并肩而立，气势磅礴，十
分壮观。整个厂区依山而建，被坚固
的城墙所包围，城外是宁静的村庄，城
内是轰鸣的机器，仿佛这里是一座神
秘的冶炼王国。

穿行于“王国”内部，道路一尘不
染，处处绿树成荫，大型烟囱林立。“在
这里，有几个烟囱，就有几套脱硫脱硝
设备。”企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阳光下，一座天蓝色的煤场大棚
在蓝天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如守护着
这座“王国”的巨龙。据介绍，这座大
棚投资6000多万元，总面积近4万平
方米，焦场封闭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
年可减少粉尘排放 3900吨。与此同
时，他们还投资1.1亿元为7座焦炉配
套建设了3套脱硫脱硝协同处理装置
及余热回收装置，投资8000万元为发
电机组增建脱销改造工程，另投资1.3
亿元新建一套180t/h的废水处理+节
能熄焦装置。经过废水处理后的污
水，可达到中水回收的效果。

“顺成集团正在向创新型、高端集
约型、绿色环保型方向转变。”该公司
董事长王新顺向记者介绍，在绿色转
型的道路上，顺成一方面致力于在深
度治理项目上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则
是走循环经济之路。

焦炉煤气制取 LNG 项目就是顺
成旗下河南宇天化工有限公司与西安
华江环保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走在
3×30000Nm3/h 焦炉煤气制取 LNG
项目厂区内，管道四通八达、纵横交
错。

“正式投产后，厂区内看不到一处
冒烟，完全可以实现‘零排放’，环保优
势明显。”王新顺介绍，该项目分三期
建设，总投资预计 12.3亿元。项目建
成后，预计每年可产出0.96亿立方米
的液化天然气，年新增产值5亿元，新
增利税1亿元，安排就业200人。

“相对焦炉煤气制取 LNG 项目，
目前正在建设的年产 15万吨蒽油加
氢项目更值得期待。”据介绍，该项目
的原料是将焦炉煤气中产出的焦油分
离出蒽油，通过加氢精制和加氢改质
等程序，最终得到汽油、液化石油气
等。目前，该项目已正式投产，产能为
年产汽油、液化石油气等共 15万吨，
预计年新增产值9亿元，新增利税1.7
亿元，安排就业200人。

“绿色发展之路就是要走资源更
节约、环境更美好、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更高的转型升级之路。”王新顺如是
说。

鑫磊集团：
创新让企业发展
走上快车道

顺成集团：
打造循环经济
推动绿色发展

豫龙集团：
让职工在
花园式厂区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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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安阳市殷都区铜冶镇，因曾为炼铜基地

得名。

在全省综合百强乡镇中，铜冶排名第

八，是全省重要的煤化工基地，有“中原炼焦

第一镇”的美名，煤焦化占全省焦化工业半

壁江山。其中，利源、顺成、鑫磊、豫龙四家

焦化企业均跻身全省工业企业百强。2017

年，全镇工业增加值达48亿元，铜冶镇财政

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3276亿元。

近年来，该镇党委、镇政府坚持走绿色

发展道路，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引领，以工

业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按照“抓项目保增

长，抓环境保蓝天，抓基建保民生，抓作风保

目标，抓组织保落实”的工作思路，着力建设

“发展动力充足，环境秀美宜居，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和谐稳定”的省际边陲强镇。

“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为铜冶人民打造碧

水蓝天。”铜冶镇党委书记邵鸿斌目标明确。

本版着重对该镇绿色发展的代表——

四大焦化企业逐一进行展示。

利源集团德国西门子直燃机循环发电项目

顺成集团苯加氢主装置区

鑫磊集团厂区

豫龙厂区

铜冶镇铜冶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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