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记者走进物美超市北京市联
想桥旗舰店，发现超市的智能回收便民
小屋内摆放着 13 台饮料瓶智能回收机，
吸引了不少购物的居民。盈创再生资源
回收有限公司总经理常涛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消费者可以自助操作，回收机

扫描瓶身的条形码回收瓶子并记录信
息，全程不超过 1 分钟。消费者可以选
择微信返利、手机话费充值等多种返利
方式，并可兑换物美超市的优惠券。同
时，回收机还支持北京市公交“一卡通”
充值服务。

目前，盈创公司已在北京市公交、地
铁、商超、学校、机场等公共场所免费安
放了 2200 台智能回收机，用户总数达
40 万人，每周收取饮料瓶 50 万个，总计
收瓶量达到 1600万个。常涛说，今年年
底前饮料瓶智能回收机在北京地区的投
放数量将达 3000 台。同时，盈创的智
能回收模式也逐步向全国推开，包括上
海、深圳、重庆、宁夏、无锡、南宁、西安在
内的十几个城市均已布局，并将在全国
范围内探索物联网智能回收模式。

据了解，我国垃圾分类试点早在 14
年前就已在 8 个城市展开，但进程缓
慢。由于垃圾分类和强制回收法律制度
尚未建立，合法正规的回收途径未能铺
开，导致消费者找不到合适的回收途
径。盈创研发了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饮料瓶智能回收机，通过市场方
式，建立了固废垃圾从源头到再生利用
全程可控的智能循环平台。其研发的智
能回收机凭借优异的性能、先进的回收
模式，吸引了全球目光。2013 年，智能
回收机出口乌克兰。目前，盈创已同美
国、墨西哥、巴西等多国达成合作，成为
创新型企业出口的靓丽名片。

11月 18日，盈创与分选领域的世界
顶级企业陶朗集团共同宣布，在我国成
立两家合资公司。双方将共享专利、优
势互补，集合双方资源，优化智能回收机
具，使之更加质优价廉、智能便民，扩展
中国乃至全球的回收机具销售业务。未
来还将从饮料瓶回收入手，建立一个涵
盖全品类废品回收、再利用、再生产品开
发及销售等完整的再生资源产业链。以
中国为切入点，为亚洲乃至全球的循环
经济探索一整套解决方案。

同时，盈创推出上门回收废品的
O2O 服务“帮到家”。盈创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刘学颂说，用户用微信关注订阅
号“帮到家”，注册后点击“上门收”，填写
地点和品类，下单成功后，离用户最近的
回收人员将通过电话与用户协商上门时
间。佩戴有“帮到家”标志的回收人员，
会按照市场价格向用户支付费用。目前
收取的废品种类包括：塑料、纸张、旧家
电、玻璃、家电、废金属等，今后将逐步扩
大到全品类的再生资源。目前该服务覆
盖的区域主要是北京市望京、芍药居、北
沙滩、小营等地区的小区，接下来将逐步
扩展到北京近 4000个社区。

盈创回收在北京市安放 2200台智能回收机，每周回收饮料瓶 50万个——

智 能 回 收 真 便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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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在智能回收便民小屋使用饮料瓶回收机。 本报记者 于 泳摄

12 月 1 日凌晨，兰州石化公
司动力厂动力车间锅炉装置操
作室内，工程师郭天宇仔细查看
废气在线监测仪表运行工况，用
手机拍下废气指标，收录到值班
报告中。这项工作已成为技术
人员每天的“必修课”。

近年来，为改善空气质量，
兰州将每年 9 月至次年 3 月定为
冬季大气污染重点防治时段，并
每年出台工作方案。2013 年，兰
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299
天，摘掉了“全国 10 大空气污染
城市”的帽子，2014 年，兰州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13天。

今年，兰州市提出年度环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AQI) 达 到
68.5%以上。工业污染被列为主
要污染源之一，兰州对各企业

“冬防”工作要求格外严格。9 月
下旬，兰州石化公司对“冬防”工
作进行全面部署，从生产平稳运
行、设备完好保障、煤质煤量管
控等方面超前谋划，强化冬季大
气污染防控工作。

在兰州石化公司化肥厂大
门口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显示着
废气治理装置污染物排放总量
和浓度检测数据。“信息公开不
仅便于员工和公众了解冬防成
效，更时刻提醒我们重任在肩。”
化肥厂环保科科长马建中说。

兰州石化公司 3 台燃煤锅炉装置是监控重点。从 9 月
份起，兰州石化公司就制定了锅炉冬防管控方案，并严格执
行锅炉装置操作规程，严控燃煤硫分含量、灰分含量、热值
3 项指标，对静电除尘器及布袋除尘器等环保重要设施进
行升级护理，保证锅炉装置外排指标全面受控。

同时，兰州石化公司狠抓硝酸装置尾气处理设施平稳
运行，加强稀硝排气筒、各冷凝酸排放管控，确保装置开停
工过程中吸收塔液位达标、氮氧化物达标排放。此外，还制
定应急预案，确保异常情况下停车，装置退守至安全状态。

“冬防做得好不好，就看能否不冒烟、不异常排放。”在
兰州石化公司石化厂乙烯装置现场，乙烯联合车间生产副
主任李保江说，为避免异常排放，进入 10 月份，乙烯联合车
间员工全面加强生产过程管控，燃料气分液罐切水作业频
次由原来的每 4 小时一次增加到每 2 小时一次，并加强引
风机、风门、炉膛氧含量分析。

为从源头把关，兰州石化公司强化原材料采购管控，确
保燃料质量达标受控。一方面确保煤质满足灰分含量小于
25%、硫分含量小于 0.7%、热值大于 4800 大卡/千克，另一
方面强化用煤过程管理，加强炉前煤质分析，避免由于煤种
变化引起锅炉结焦、燃烧工况恶化，造成超标排放。

“10 分钟速报制度是化肥厂在环保装置管理数据异常
上报、处置过程中遵循的程序。”马建中说，一旦脱硫、脱硝
及除尘装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出现超标现象，岗位
员工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在 10 分钟内进行信息上报，启动
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兰州石化公司强化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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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夜，陕北神木市柠条塔，
大雪覆盖、寒风凛冽。240 吨/天固体热
载体煤低温热解中试装置调试现场灯火
通明，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科
研人员已度过 3 个不眠之夜。自 10 月
28日点火启炉以来，他们日夜奋战，终于
实现满负荷稳定运行。这是国内首次实
现 10 万吨/年规模的循环流化床粉煤热
解装置满负荷运行，也是中科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
用关键技术与示范”的重大进展。

我国煤炭资源储量和产量分布极不
均匀，低阶煤所占比例较高，超过全国
煤炭总储量的 50%。这些煤具有水分
大、挥发分高、化学反应性好等特点，
煤的挥发分中富含可直接转化为高价值
化学品、大宗燃料油及燃气的碳氢结
构；而我国目前以直接燃烧为主的煤炭
利用方式未能实现资源的高值化利用，
同时排放大量污染物。通过热解直接提
取煤中的挥发分，获得焦油、热解煤气
和半焦是对这些低阶煤进行提质利用的
有效方法。

低阶煤热解提油梯级利用技术，可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
对外依存度，提高煤炭资源的综合利用

率，实现能源高效利用，对我国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前景广阔。

我国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煤的热
解工艺研发工作，形成了不同工艺，如回
转式、固定床、移动床、流化床等，但仍处
于中试或工业示范阶段，未能大规模工
业应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对热解
反应与过程的有效控制，导致实际运行
过程中油品出现问题。

近年来，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深入
攻关，建立了循环流化床固体热载体快
速热解粉煤提油工艺系统,并最终中试
成功。中试装置以焦油、半焦和热解煤
气为目标产品，设计能力为年产半焦 4.4
万吨、焦油 5600 吨、热解煤气 1200 万立

方米。采用循环流化床部分燃烧与热解
耦合工艺，通过独创的固体物料加热、物
料循环控制、热解炉排焦等手段，成功控
制了固体热载体燃烧床和热解床的能量
和物料交换，实现了双床的有机耦合；同
时针对粉煤热解焦油含尘量高的世界性
难题，开发了分级脱灰工艺和高温深度
脱灰技术与装备，使脱灰贯穿热解全过
程，实现高温在线脱灰。

当前，我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
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从相
对丰富的煤炭资源中寻求对油气的补充
变得尤为重要。此次粉煤热解装置的成
功满负荷运行，意味着我们在低阶煤清
洁高效利用方面获得重大进展。

我国首次实现 10万吨/年规模的循环流化床粉煤热解装置满负荷运行——

低阶煤清洁高效利用获重大进展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佛山高新区 （简称佛高区） 于 1992 年经国家批准建设，是全国最早的 53 个国家高新区之一，其核心园区设在南海区狮山

镇。“一区五园，统一规划，分园管理，创新服务”的新管理体制使佛高区获得快速发展，2014 年，全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3425亿元。

去年 12 月，贵广、南广高铁开通运营。为充分对接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支撑和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和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的深入实施，深化与贵广、南广高铁沿线地区合作，佛高区以佛山西站枢纽新城为核心，以佛高区为载体，

建设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 （广东园）。

今年 8 月，广东省批准实施 《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 （广东园） 总体规划 （2015—2030 年）》。根据规划，广东园

以佛高区南海园为主体区，面积约 92 平方公里；核心区即佛山西站枢纽新城，面积约 8.58 平方公里；拓展区包括佛高区顺德、

禅城、三水、高明等四个分园；并积极推动试验区云浮分园建设。

广东园战略定位为“一个平台、两个空间”。一个平台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两个空间”即珠三角辐射大西南的“前沿

阵地”和大西南融入珠三角的“桥头堡”。

广东园将实施八个方面的改革创新：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跨省 （区） 区域合作机制、创新投资融资制度、实施开放合作

机制、创新区域通关制度、制定财税金融政策、探索土地供应机制、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立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广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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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佛山西站建设中的佛山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