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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龙循环经济试点启迪———

环环环环保保保保节节节节能能能能,企企企企业业业业比想象的更主比想象的更主比想象的更主比想象的更主动动动动

  有企业负责人说,以前那种不计代价、牺牲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生产方式,

我们已经厌倦了。图为该企业将建筑节能作为节能环保的突破口。

  高效利用能源、节省能源、减少排放、清洁生产,已

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作为工业大市,东莞已连续4年超额完成省政府下达

的节能目标,2009年万元GDP能耗为0.705吨标准煤/万元,

比2008年降低4.48%。目前,东莞市“十一五”节能目标

完成进度为91.06%,超过进度目标要求的11.06个百分

点。 

  石龙镇是东莞两个循环经济试点镇之一,是全市唯一

无洗染、无漂染、无造纸等重污染企业的镇。没有重污

染企业的石龙如何发挥节能环保的主动性?在循环经济方

面,石龙镇做了哪些有益的尝试? 

   

  7年前就废水零排放 

   

  京瓷爱克(东莞)电子有限公司是石龙镇唯一电镀排

放企业,在这个没有洗染、没有漂染、没有造纸等重污染

的镇,京瓷的电镀污染确实显得有点突兀。作为东莞的重

点耗能监控企业,京瓷爱克头上虽悬着一把环保利剑,但

该企业却显得相当从容。因为京瓷爱克在7年前就实现

了零排放目标。 

  京瓷爱克总经理神田真说:“7年前,我们将日本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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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实现了

零排放。” 

  神田真讲述了京瓷爱克“以不变应万变”的环保节

能理念。他说,7年前,中国对节能减排要求还不严格,京瓷

爱克为什么要导入高成本的投资呢?一是因为日本在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片面追求经济进步,造成了不少公害,环境

污染严重。这是前车之鉴。7年前,虽然中国对节能减排

要求还不是很严格,但我们觉得,应该吸取在日本的教训,

不能在中国重蹈覆辙。就算中国政府没有要求,我们还是

整体引进了环保技术和设备。第二,在企业发展上设想得

比较远,从一开始就发展高精度、高品质的电镀,一开始

就把日本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拿过来,而不是刚开始一般

化,后来再慢慢做好。有了这个准备,再高难度的产品,我

们都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同样,由于我们早有准备,哪怕

政府有再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我们也能达到。 

  电镀行业鱼龙混杂,规模不一,家庭作坊、集团企业

都有。神田真强调的理念是:如果京瓷爱克7年前不去这

样做,现在再去改,投资反而更大。一次性完成投资,“以

不变应万变”。 

  7年前,京瓷爱克仅在引进零排放系统方面,就花费了

1000万元人民币。神田真透露,这套设备当时在国际上是

最先进的,日本商务部曾一度禁止出口。后来经过一番周

折,反复解释证明这套设备的民用性质,才得以引入中

国。 

  在追加环保技术投资方面,神田真说,是否追加投资,

主要看处理能力。如果处理能力强的话,就没有必要追加

投资。现在,京瓷爱克正好要追加3条生产线,因此,环保也

要追加一定投资。 

   

  固体废料循环利用尝试 

   

  所谓“零排放”,是指无限地减少污染物和能源排放

直至为零的活动。就其内容而言,一方面是要控制生产过

程中不得已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将其减少到零；另一方

面,是将不得已排放的废弃物充分利用,最终消灭不可再

生资源和能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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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循环经济方面,东莞曾提出明确的目标。早在2008

年,作为广东省循环经济的6个试点城市之一,东莞石龙(始

兴)产业转移工业园、石龙信息产业园被列为试点产业园

区。试点园区必须改进工艺流程,加强环境管理,园区污

水要实现零排放,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都要回收利用,危

险的废物必须做好安全处置工作。 

  石龙信息产业园区零排放试点中,政府的强制色彩并

不浓厚。进入园区的企业,除了前期要通过严格的环保审

批外,在此后的发展中,主要靠企业本身长期的环保举

措。上述京瓷爱克就是例子之一。 

  而在固体排放物方面,神田真说,电镀企业大多都有

废液废水,京瓷爱克没有废水,废料则通过固体来解决。 

  以前,京瓷爱克有偿地请回收公司处理物品。后来经

过分析,发现废物里存有的微量元素,比如镍、金等,还能

进一步提炼。现在的模式是:京瓷爱克向回收公司付钱,

请后者回收处理这些有毒废料,但以后要转变过来。这些

废料尽管有毒,但仍蕴含很多有价值的贵金属,而目前回

收提炼的技术和市场都很成熟,国内的市场在逐渐形成,

全球贵金属原料有限,应该循环使用。下一步,京瓷爱克

将尝试一种真正的循环经济做法:将废料中的贵金属提炼

出来,再将废料加工成需要的生产试剂。这对压缩成本有

巨大的好处,但也依赖于较大的生产规模。现在上海的京

瓷爱克工厂能够做到,东莞正在尝试。 

  另一个例子是,京瓷爱克注塑车间产生的废料,以前

是直接卖掉,现在是粉碎再重新利用。电镀加热环节需要

大量的蒸汽,以前使用的是油,现在用天然气,成本也降低

了。 

  至于水煤浆技术,神田真说,京瓷爱克用的是日本锅

炉,标准很高。遗憾的是,国内油的品质不均匀,今天好一

点,明天差一点,使锅炉的寿命减半。目前,对水煤浆了解

还不够,担心它同样存在质量不均匀的问题。京瓷爱克希

望锅炉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现在只有一台锅炉,

不敢轻易尝试水煤浆。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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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研发的节能环保系统,反而成了新的利润增长

点,泽龙线缆获得了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回报。 

  我国是漆包线产量第一大国,年产量105万吨,占世界

总产量的45%。我国漆包线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广东年产量45万吨,东莞15万吨,占全国生产总量15%；漆

包线行业每年消耗溶剂(甲酚和二甲苯)15万吨,能耗12.24

亿千瓦时(折合标煤49.5万吨),排放300℃的有机废气15.3

亿立方米。 

  泽龙线缆有限公司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开展漆包炉

二次催化燃烧器的研制应用,投入420万元,实行了现有漆

包炉燃烧生活设备的改造,大大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这

项技术的成功,被作为一项漆包线行业解决废气处理问题

的重要技术在行内推广。 

  此外,泽龙线缆还与高校合作,成功对部分机台加装

了蒸汽发生器,以充分利用余热。20台双炉膛漆包机全部

使用蒸汽发生器后,相当于每天节电7000度,为企业节省

了经营成本。 

  泽龙线缆总经理助理盛俊凯说,余热利用系统的成功

研发,让公司的热能利用从40%-50%提升到了85%。该系

统有6个发明专利,得到漆包线行业的认可,为此,公司还成

立了60人的推广团队,为行内做整套的解决方案,成为公

司新的项目。 

  泽龙线缆的余热利用系统适用于整个线缆行业、石

油化工、轻工、塑料、印刷、涂料等涉及VOCs废气的

行业中———废气处理及热能综合利用过程,可以显著提

高废气的处理效果,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热能利用效

率。 

  宇琦光电的环保理念 

  在市场主导机制之下,企业的积极性如何长久维持?

企业自主环保和政府带动环保两种力量如何融合?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石龙宇琦光电。宇琦光电

副总经理杨贵庭告诉记者:“走进这个信息产业园区,噪

音很低,空气也很好,我们也不想因自己使这种环境遭到

破坏。此外,我们自己也想有所突破。以前不计代价、牺

牲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生产方式,我们已经厌倦了。从马来

西亚的总部到东莞的生产基地,我们都在努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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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琦光电是马来西亚企业,先前由“三来一补”转为

现在的独资企业。宇琦光电是专门生产欧美高端咖啡机

的电路器件,具备研发设计和生产力量,宇琦光电在石龙

设厂有10年之久,如今已经从原来在石龙的老厂转入到石

龙信息产业园区的新厂。 

  宇琦光电从事的生产是废液零排放,因此自身制造的

环保起点较高,为此在节能环保的主动性上也表现得较为

典型,而企业的突破口就是建筑节能。 

  杨贵庭说,一年前盖好的新厂房全部是采用东莞建设

局推荐使用的节能空心砖,在建筑设计上更加注重对热能

的高效利用。采用节能空心砖的建筑外表优美流畅,采用

精致的东南亚装潢设计,从视觉上消除了传统工厂建筑的

审美疲倦。工厂周围布以水景,不仅增加美感,而且能够

起到很好的散热效果。与其他节能建筑一样,宇琦光电的

建筑会在采光上做到效益最大化,整个工厂的生活热水全

部采用太阳能集热管。 

  杨贵庭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太阳能热水系统共投资30

万元人民币,节电、节约天然气,这笔投资3年就能拿回

来。除了看得见的环保节能措施,宇琦光电1万平方米的

新厂房,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有近50%的绿化率。工厂

还有专门的空间用来种菜,种果树,这些都是由员工亲

自“操刀”。 

  “目前,我们正在申请ISO14000环保认证。”杨贵庭

说,“以前的工厂从事‘三来一补’,但总觉得付出的环

保代价太大。现在我们想在新厂房经营全新的环保节能

理念,是想带动一种力量,一种理念。”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环保节能意识处于起步阶

段时,政府强制性色彩会很浓,企业的自发性会相对薄弱,

但宇琦光电的案例却给我们另一番启示。 

  ■产业观察 

企业自发环保不可忽视 

王慧 

  大凡提到节能环保,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紧箍

咒”,想起越来越严格的准入门槛和考核体系。但在关注

量化考核和达标任务等项目的同时,一些人似乎忘记了节

能环保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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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采访到的日资企业京瓷爱克、马来西亚资企业

宇琦光电和合营企业泽龙线缆,证明了“紧箍咒”以外的

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企业并不是为达标而被动地在

节能环保上下功夫,相反,企业是主动地改进工艺,主动节

能环保。显然,一些企业已经认识到,节能、环保不

是“紧箍咒”,而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方向。 

  京瓷爱克的日方经理,童年时亲历过战后日本经济起

飞的过程,也看到过日本工业发展付出的环保代价。因

此,7年前,京瓷爱克义不容辞地花巨资从日本引进当时最

先进的废水处理系统,环保已经成了企业的自身要求,而

不是被动地应付政策要求。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环

保理念,值得借鉴。 

  宇琦光电经历了20多年“三来一补”,资本积累有

了,但付出了生活质量的代价。尽管并非“高耗能”企

业,但该企业主动引入节能建筑、循环利用的概念,自我

改造。其经营者认为,哪怕因为工厂环境的改观能让员工

感到一丝身心上的放松,也很有意义。 

  泽龙线缆背负着漆包线生产高耗能、高污染的压力,

但它通过产学研合作,研发出整个行业受益的方案,又将

研发成果申请发明专利,包装成商品,培育出新的利润增

长点。这个过程的精致巧妙,令人叫绝。 

  在与这些企业接触过程中,记者能够感觉到企业对节

能、环保的热爱。企业在日常生产的同时,处于自身需

要,努力探求如何更好地将循环经济模式引入企业,从而

高效地利用资源,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采访中,记者多次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对节能、

环保上的投入和产出如何衡量?”这些企业都表示,如果

只计算环保方面的投入和产出,一定不会平衡,肯定

是“赤字”。但是,现在主要考虑的不是投入多少、能够

得到多少回报,而是出于对节能、环保意义的认同,所以

才主动去做。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京瓷爱克总经理神田真说,中国

处于经济转型期,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很多前车之鉴可以

参考。节能环保不一定要套用简单的投入和回报的计算

模式,而要从意识上进行综合提升。 

  对此次采访,记者最大的感触是:要提升环保意识,中

坚力量在民间,企业节能环保的自发性不能忽视。政府在

做好准入把关和过程监控的同时,应该探索怎样与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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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循环经济需求有效地整合起来,从而推动园区乃至全

市循环经济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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