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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高炉一墙之隔的酒钢集
团三号门“和平湖”畔，杨达启按下
快门，一只白鹭闲庭信步的身姿定
格在他的镜头里。

谈起酒钢这些年的变化，老人
唏嘘不已。从 1965 年来到这里，
工作了30多年，老人家怎么也没想
到，当年“地面不长草，天空无飞
鸟”的酒钢还能有如此美丽和谐的
一天。

“环境好不好，谁说了都不算，
鸟才是‘评估师’！”退休后，爱好摄
影的杨达启独爱拍鸟。让他欣喜
的是，如今，不仅在钢城嘉峪关各
种鸟类越来越多，而且酒钢厂区里
也经常出现鸟类驻留的身影。

“以前是‘烟囱冒黑烟，鸟都绕
着走’。现在鸟儿都愿来，说明咱
酒钢已经成为天蓝、地绿、水清的
大花园啦！”老人的言语中透露着
孩童般的幸福。

“刀刃”是什么

作为一家在甘肃河西走廊戈
壁荒滩上成长起来的企业，60 年
来，几代酒钢人在“漫天刮黄沙，风
吹石头跑”的荒漠里埋头搞建设，
一座工业城市在曲折坎坷中拔地
而起。当时，曾有人震撼于祖国西
部地区的巨大发展感慨道，“冒点
黑烟也情愿”。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
步，过去那种粗放式、高能耗、高污
染 的 发 展 道 路 渐 渐 走 入“ 死 胡
同”。意识到问题所在，近年来，酒
钢在确保生产经营不掉队的同
时，牢固树立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将环保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集团不仅认真贯彻落实各项
环保政策法规，严格执行建设项
目“三同时”制度，还加快实施清
洁生产技术，推行 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努力为“百年酒钢梦”筑
基铺路。

都说“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
但什么是“刀刃”呢？对于酒钢来
说，“刀刃”曾经指的是那些能给企
业带来“真金白银”的项目，如今则
特指那些关乎企业长远发展及职
工身心健康的环保项目。

面对越来越大的环保压力，
酒钢痛下决心，重金出击，环保项
目越来越多，治污领域越来越宽，
问责制度越来越严。如今踏入厂
区，“绿色投入”带来的“绿色成
效”随处可见：高炉平台再也不是
酒钢最脏的地方了，烟尘刚一冒
头就被大号“抽油烟机”瞬间吸
走；曾经黑烟缭绕的焦化厂“烟消
云散”，即便是在百米之外也能一
睹焦炉“真容”；东兴铝业公司除
尘改造进展顺利，离生产线不远
的班组休息室窗明几净，手指掠
过桌面指尖没有灰尘……

过去，各基层厂矿都认为环保
是“上头的事儿”。近年来，随着

“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酒钢环
保管理工作也在不断深化。一方
面，集团下放管理权限，各分公司、
子公司成为环保主体单位，环保人
员及机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另一
方面，成立并健全酒钢“安全环保
委员会”，全面贯彻落实环保管理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此外，酒
钢还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各项制度，
开展多种环保宣传教育，营造全员
重视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如此“大手笔”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在酒
钢冶金厂区，王海刚已经在花池中
忙活起来。

“60 年前，这里除了骆驼草什
么也没有；60年后，白榆、火炬、垂
柳、国槐、紫叶李、云杉、澳洲玫瑰
满眼皆是。”作为公共服务中心园
林绿化事业部协理工程师，王海刚
深切感受到企业对绿化工作的高
度重视。

钢铁行业作为资源和能源消
耗大户，在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
战略中承担着重大责任。近年来，
酒钢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实现
绿色发展视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大事，投入巨额资金打造“绿色
工程”。

“如今，集团平均每年的绿化
投入都在1200万元左右。厂区只
要有新建项目，绿化就必须配套！”
王海刚说，酒钢现有绿化面积已达
620万平方米。

对于今天的酒钢来说，“绿色
投入”可不仅仅指绿化，环保项目
的接连上马才是“大头”。数据显
示，2015 年，酒钢上马环境污染治
理项目 4 项，完成投资 4202 万元；
2016 年 ，完 成 污 染 治 理 项 目 12
项，总投资 8769 万元；2017 年，推
动环保类项目合计 21 项，总投资
10亿元……

这 10 亿元直接投入到厂区的
“绿色工程”中，实现了钢铁、电力、
铁合金等多个子产业全覆盖。

——“大手笔”防尘治污。作
为连续性生产企业，酒钢每天都要
消耗大量燃料，这些资源在输送、
堆存、破碎过程中都会产生大量粉
尘，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造成巨大
的资源浪费。2017年，酒钢着力推
进粉尘防治工作，用防风抑尘网等
手段将煤灰和矿石粉尘牢牢“锁”
在围网之内。

——大项目争分夺秒。近年
来，“环保项目就是大项目”的理念
在酒钢深入人心，能源中心2台燃
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热力站
3台220蒸吨燃煤锅炉提标改造项
目，选烧厂烧结1号、2号球团竖炉
脱硫及除尘系统改造项目等一批
大项目均在1年内完成。

—— 抓 环 保“ 全 面 撒 网 ”。
2017 年，酒钢共有 12 个环保项目
竣工，覆盖水污染、固废污染、噪声
污染等多个方面。

根据计划，今年酒钢将再追加
10 亿元投资，实施 28 个污染治理
项目。

谈及如此之高的环保投入，酒
钢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环保工作

不是小事情，它是支撑企业可持续
发展的生命力，需要久久为功、持
之以恒。

念好“循环经”

惊蛰刚过，酒钢润源公司肥料
分厂厂长王涛的办公室里就来了
一拨接一拨的客人。他们都是来
买有机肥的。

“今年1月份至4月份，我们的
销量已经达到6600多吨。”从年亏
损百万元到 2017 年扭亏为盈，再
到市场前景看好，王涛心里这叫一
个美。曾经，蝇飞虫绕的牛粪是绝
对意义上的垃圾，如今的它们经过
高科技处理后再发酵，“营养倍
增”，成为种植农户的“心头爱”，而
且远销青海、宁夏、新疆等地。

牛粪的华丽变身是酒钢全面
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酒钢的循环发展理念
早已萌芽。时间回到 2011 年，一
条关于酒钢固废处理的新闻吸引
了人们的目光。文章中所说的固
废指的是酒钢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水渣、粉煤灰、炉渣等废料。通
过技术升级，这些存量惊人的“烫
手山芋”被挖掘出新的价值。因为
具有硬度高、抗腐蚀能力强及均质
性和致密性好等特点，它们被掺到
混凝土中，成为兰新铁路甘肃省内
部分路基的“新成员”。

当时，钢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冶金渣已经在集团内部实现了“小
循环”，废钢回用、废渣成砖、脱硫
石膏产水泥，效益都非常可观。但
酒钢管理层清晰地知道，循环经济
的概念可不仅仅包括废弃物消纳，
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产业链间的

“大循环”都是题中之义。
2016年，酒钢成立专业从事循

环经济的产业公司——甘肃润源
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定
位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
提升资源价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等，努力实现集团全过程清洁生
产，不断追求更高的资源转化效率
和更好的经营效益，推动集团公司
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润源公司的成立，酒钢产
业链“大循环”初具雏形。2017年，
该公司加气砼和蒸压砖生产线月产
量均达到设计产能，年销售加气砼
11.2万立方米，同比增长19％；年销
售蒸压砖3100万块；高炉水渣和脱

硫石膏销售量均创历史新高。
在干好消纳固废“老本行”的

同时，该公司还积极拓宽市场销
路，优化升级生产工艺，提高固废
生产自用量，成功开发出钢渣路面
砖并实现销售500万块，占领了本
地约50%的市场，填补了润源公司
路面材料类产品的空白。

王涛告诉记者，如今，他掌管
的肥料厂也成为酒钢循环经济的
一部分。“回收污水处理厂的污泥，
调配成‘绿化肥’，淡季的时候我们
主要做这个。”王涛说。

美丽新钢城

回忆起50年前的嘉峪关，杨达
启总是说：“当年，一刮风连住哪儿
都找不到。”如今的他端坐在家中，
看着窗外绿意盎然：“瞧，这就是碧
水蓝天新钢城！”

转变，来自于酒钢人对绿水青
山、可持续发展、高质量生活的渴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加
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提出了
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良好生态
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
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论述为
环保工作指明了方向。

随着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出台，
近两年，酒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甘肃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
展理念，本着为钢城人民谋福祉的
初心，突出整治环保问题，切实提
升环境质量，努力打造天蓝、气清、
景美，市企共生、共融、共发展的生
态新格局。

绿色理念、绿色投入、绿色项
目、绿色技术，关于绿色的一切开始
植入这座西北戈壁的钢企血脉中。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月份、2月
份，嘉峪关稳居甘肃省14个市州环
境空气质量排行榜首。这一数据
让酒钢人自豪不已，毕竟，钢城人
民能呼吸到清新空气与每一位酒
钢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建设‘绿色钢厂’，走低能耗、
低排放的绿色发展之路，不仅是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
们作为一家老牌国企，对职工、家
属及钢城人民的庄严承诺。”酒钢
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戈壁滩上的绿色转型戈壁滩上的绿色转型
——酒 钢 集 团 采 访 记酒 钢 集 团 采 访 记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琛奇李琛奇 通讯员通讯员 任任 聪聪 在日前举办的38年庆典活动
上，康佳集团发布全新战略。集团
将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
混合所有制改革机遇，推进机制变
革，在保持原有家电产业健康发展
的基础上正式进入环保健康及半
导体等领域，努力向着营收达千亿
元级的投控型科技产业集团目标
迈进。

全新定位为平台型公司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
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康佳的全新
定位是“科技创新驱动的平台型
公司”。

康佳集团总裁周彬表示，38岁
的康佳不仅是一家家电制造企业，
还是一家综合性企业集团。其产
业版图覆盖科技产业园区、智能终
端产品、供应链管理、互联网与物
联网、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新能
源科技、创新创业及投资金融、半
导体研发等领域，目前已构建起科
技产业园业务群、产业产品业务
群、平台服务业务群、投资金融业
务群四大业务群。

在大股东华侨城集团的支持
下，康佳积极转换思维，确立了“科
技+产业+城镇化”的发展思路以及

“硬件+软件”“终端+用户”“科技+投
控”的发展主线。周彬认为，这是康
佳实现千亿元级目标的根本前提。

基于此，康佳已制定出一整套
以跨越式发展为目标的全新发展
战略规划。周彬透露，未来企业将
形成覆盖消费电子产品、互联网与
物联网、科技产业园区开发运营、
供应链管理、投资与金融等业务领
域的产业平台。在实施全新发展
战略规划的过程中，康佳将始终以
科技创新为立足点和驱动力，构建
机会识别与获取能力、落地执行能
力、大数据运用能力、抓取和满足
用户需求能力、新场景建设能力以
及风险控制能力等，支持产业版图
的扩张。

四大业务群打开新空间

回顾过去 38 年的发展历程，
康佳先后经历了品质品牌塑造、上
市及全国布局、探索发展、跨越发
展四大阶段。2016 年，康佳开启
战略转型，营收跃升至 203 亿元；
2017年，集团又大踏步跨越了300
亿元的台阶。如今，康佳已进入发
展快车道。

从产业布局的路径看，康佳最
早从收录机起步，并于 1984 年首
次进入电视行业，之后其产业版图
又陆续扩张至白电、手机、小家电、
机顶盒等领域。从 2015 年起，康
佳深入到互联网运营和供应链管

理领域。
去年，康佳将产业布局的重点

放在科技产业园区等方面，这直接
促成了集团 2017 年营收、利润均
创历史新高的好成绩。

作为承载“科技+产业+城镇
化”发展模式的主要载体，康佳科
技产业园业务一路阔步前行。发
布会现场，康佳与安徽滁州、四川
遂宁、江苏南京、四川宜宾、江苏海
门等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进一
步推动科技产业园区业务，五大区
域项目总投资额将达到430亿元。

周彬说，目前康佳正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在国家积极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金融
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大环境下，新
产业发展正迎来大好机会；另一方
面，伴随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深入推进，加上大股东华侨城集团
的大力支持，康佳拉开了机制变革
的序幕。这些都为康佳新一轮大
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未来，康佳将围绕“一个核心
定位、两条发展主线、三项发展策
略、四大业务群组”加速推进转型
升级。按照三项发展策略，康佳将
围绕业务形态实施混改、围绕智慧
家庭升级现有业务模式、围绕新兴
产业打造新产业赛道。

切入环保和半导体产业

在发布会现场，康佳集团宣布
新成立环保科技事业部、半导体科
技事业部，这意味着这家家电巨头
正式切入环保和半导体产业。周
彬透露，在产业产品业务群中，康
佳已有多媒体、白电和手机业务，
今后将重点布局节能环保、半导
体、新材料领域。

在节能环保领域，未来，康佳
将在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
固废处理与回收再利用、土壤污染
处理及修复等方面推动版图扩张，
预计用3年至5年时间打造出国内
一流的环保运维高端品牌，实现年
营收180亿元至260亿元的目标，
为“绿水青山”作出贡献。

在半导体领域，仅 2017 年康
佳芯片采购支出就高达 60 亿元，
未来芯片需求预计将继续增加。
为此，康佳将通过“自主研发为主，
产业并购、创投孵化、产业基金为
辅”的方式，重点布局半导体设计、
制造、设备、材料等，推动研发存储
芯片、物联网器件、光电器件等产
品，希望用5年至10年时间跻身国
际优秀半导体公司行列。

为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目前康
佳已形成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
同时发力的投资平台。未来，集团
将进一步通过“以融助产”的形式
为产业转型提供支撑。

康佳进军环保及半导体领域——

千亿级投控型集团蓝图绘就
本报记者 周 雷 杨阳腾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中
国化工集团公司日前与意大利倍
耐力集团举行战略发布会。倍耐
力将紧抓中国高端市场发展新机
遇，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巩固其
在高端和超高端轮胎市场中的领
先地位。中国化工将为倍耐力提
供所需支持，促进倍耐力新技术、
新产品和新服务在中国的发展。

2015 年，中国化工收购了倍
耐力26.2%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
东。过去3年间，倍耐力凭借高价
值业务战略成为全球唯一专注乘
用车轮胎业务的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及倍耐力
董事长任建新表示，中国化工深耕
国际化战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
服务链、供应链向中高端延伸，并
与以倍耐力为代表的海外企业成
熟商业模式和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全面接轨。

“这种发展模式正在带来一场
脱胎换骨的大变革，这也是中国化
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全球布局
和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任
建新说。

资料显示，2005年，倍耐力在

中国投产第一批轮胎。2017 年，
倍耐力亚太区销售额约为 8 亿欧
元，以14.3%的有机增长成为公司
收入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其中超过
三分之二来自于中国市场。

倍耐力的快速发展与其高度
重视技术创新密不可分。早在
2002 年，倍耐力就开始了智能轮
胎技术的研发，并在去年正式向市
场投放了第一款智能轮胎产品。
这款产品可通过将植入轮胎的传
感器与智能手机上的应用软件连
接，将轮胎磨损、胎压和温度等情
况告知用户。此外，过去 4 年间，
倍耐力将其高价值轮胎收入的
7.3%投入研发，主攻基于数字化技
术的创新产品。

倍耐力全球执行副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马可·特隆凯蒂·普罗
维拉表示，中国是全球高端和超高
端车型销售最重要的市场，许多极
富创造性的新技术在中国大量聚
集，这些均对倍耐力高价值业务增
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相信在
中国化工的支持下，一直致力于技
术创新的倍耐力一定能在中国市
场上实现更加稳健的发展。”马可·
特隆凯蒂·普罗维拉说。

中国化工携手倍耐力深耕高端轮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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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绿树掩映中的酒

钢集团厂区。

（资料图片）

上图 酒钢碳钢薄板厂

里，镀锌线整备原料整齐地

摆放着。 肖世强摄

右图 酒钢宏晟电热公

司外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