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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不久前，国际知名非营利性环保组
织Canopy发布2019年“纽扣排名”报
告，唐山三友集团进入“绿色衬衫”榜
单，成为国内粘胶短纤维行业第一家也
是唯一一家上榜企业。

“纽扣排名”是一个衡量时尚界原
材料领域绿色发展程度的综合性评价
排名，其核心考量因素包括对森林保护
的贡献度、可替代纤维研发能力等，堪
称纤维生产企业进入国际时装界的一
道“绿色门槛”。

“目前，已有包括H&M、Inditex
集团等在内的超过25个国际高端时装
品牌和零售商明确表示，从2020年开
始只采购‘绿色衬衫’企业所生产的原
料。这意味着，三友已经在国内同行业
中率先拿到了国际广泛认可的绿色通
行证。”唐山三友集团旗下化纤公司副
总经理于捍江表示。

循环经济助推产业升级

在唐山三友集团展示厅内挂着一
幅循环经济示意图。唐山三友集团旗
下氯碱公司居于示意图的中心位置。
它通过“产业关联”纽带辐射化纤、纯
碱两大公司，两大公司又串连起矿山、
钙业、热电、盐化、硅业等公司。这些
公司互为上下游企业，在技术上可紧
密协作，在资源上能够实现高效综合
利用。这便是三友的“两碱一化”循环
经济模式。

唐山三友集团研发中心有关负责
人齐文玲告诉记者，“两碱一化”循环经
济模式突出“三废”源头治理、综合利
用，重点关注各产业之间的工艺衔接、
有机串联，能够做到环境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两碱一化”如何循环？齐文玲举
例说：“我们把氯碱公司当成中轴，氯碱
生产的烧碱和副产品电石渣浆，通过管
道输送给化纤公司、纯碱公司当原料，
这样可以有效串连起3个产业。”

产业关联度高了，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自然能够提升，产业链随之延伸，运
输成本随之下降，产品附加值也随之提
高。河北省重点工程“年产20万吨粘
胶短纤维项目”投产后，集团化纤总产
能达到 80 万吨，烧碱自用率达到
80%。同时，“年产2万吨特种树脂改
造项目”也顺利完工。数据显示，特种
树脂相比于普通树脂每吨售价要高
1000元左右，可广泛用于医疗、航天等
领域。“过去1年里，全集团范围内共有
34个重点项目相继完工。凭借此，三
友已经构筑起包括9大类160多个品
种的产品链，44项可比指标居行业第
一，循环经济链条进一步延伸，仅此一
项每年即可创效7亿元。”齐文玲说。

如今，“两碱一化”循环经济模式不
仅能够造福企业本身，而且已经开始反
哺社会，为更多行业企业提供环保解决
方案。

在唐山三友集团旗下纯碱公司，记
者看到一条条管道纵横交错，其中一些
管道上标注着“浓海水”字样。公司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浓海水来自50公
里外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
司，用来替代生产纯碱所需的精盐水。
该公司的海水淡化项目会产生大量含
盐及杂质的浓海水，如果直接排放会造
成污染，需要经过工艺处理后才能达
标。反观三友，每生产1吨纯碱要消耗

原盐1.5吨左右，还要将原盐制成精盐
水。如果能将浓海水直接引入纯碱生
产系统，不仅能吃“盐”，还能补“水”，一
举两得。

就这样，两家公司一拍即合，迅速
建起了这条50公里长的管线。专家表
示，这项全国首创的以排废浓海水生产
纯碱的新工艺发挥了很好的行业示范
作用。据测算，该项目每年可利用浓海
水1300万立方米，节约原盐60万吨，
节水1000万立方米。

目前，三友正在进一步发挥循环经
济的辐射作用。集团已与曹妃甸南堡
经济开发区内的三孚硅业、三元塑胶等
相关企业共同建立起“氯气—四氯化钛
—海绵钛”“氯气—三氯氢硅—气相白
炭黑”等多条产业链，有力带动了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

科技创新加快动能转换

说起“木糖醇”，大多数人都不陌
生。不过，将这种糖代食品与再生纤维
素纤维生产联系起来的，是三友化纤的
一项专利技术。这项技术可利用收集
起来的再生纤维素或造纸废液中的半
纤维素，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半纤维素深
加工产品，即“木糖醇”。目前，依托该
技术已经完成产学研转化，并实现量
产。在“第二十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
术创新大赛”上，该项技术成功捧回了
发明创业项目“金奖”。

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三友集团将2019年定为“科技攻
关年”。为此，集团成立了研发中心，建
立了7个专家工作室，并投入5.2亿元，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一方面，集团积极完善科技创新体
制机制，制定了《课题制管理办法》《技
术信息管理办法》等5项管理办法，并
围绕加大专利保护与转化力度，修订
《对外技术创收管理办法》等4项制度，
创新制度体系更加协同高效；另一方
面，瞄准行业前沿及关键核心技术，制
定循环经济链延伸、生产工艺优化、新
产品开发等9个方面224项专家课题，

并围绕提升产业质量，重点实施“1.5万
吨浓海水制液体盐”等308个科技创新
项目。

2019年以来，三友集团继国内首
创莫代尔纤维、全球首创竹代尔纤维
后，又成功研发出莱赛尔纤维等8个新
产品，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可同步生产第
一代普通粘胶纤维、第二代莫代尔纤
维、第三代莱赛尔纤维的企业。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被誉为“21世纪绿色纤维”
的莱赛尔纤维，这种纤维以天然植物纤
维为原料，通过有机溶剂纺丝法制得，
整个生产过程无化学反应，废弃物可生
物降解，真正做到了全过程绿色生产。
在莱赛尔纤维的研发过程中，三友先后
攻克了浆粕筛选、溶剂调配等107项技
术难题，突破了新溶剂法纤维前处理技
术等五大核心技术，实现了自控程序全
部自主设计，国产化率达100%，并取
得2项发明专利授权。

凭借这一项项突破，2019年三友
集团交出了一份喜人的创新成绩单：成
功研发莱赛尔纤维等8项新产品，新增
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增国家专利
授权55项，11项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
科技奖励，数量和质量均实现新突破。
此外，有55项专家课题已结题，科技创
新项目开工率100%，为企业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注入了新动力。

绿色环保夯实发展基础

2019年10月份，河北省在全国率
先出台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凡列入
该清单的企业和项目可在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期间“不停产、不限产、不检
查、不打扰”，三友集团便位列其中。

“对三友集团来说，这既是重大利
好，也是有关部门对我们前期环保投入
的肯定。”唐山三友集团安全环保部管
理人员介绍说。

近年来，三友集团持续提升“三废”
治理水平。比如，前些年，三友化纤将
投入重点放在高浓度废气治理方面，最
近两年则针对低浓度、大风量的废气治
理展开攻关，并获得了3项国家专利。
据统计，近10年来，三友化纤在环保方

面的投入已累计超过10亿元，建成了
3223亩环保配套设施、3座排水处理循
环系统。又比如，此前，由于成分复杂、
分离困难、利用价值较低等原因，三友
硅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全部交
给有资质的环保公司去处理。随着公
司产能的扩大，三友开始打起了“把副
产品吃干榨净”的主意。经过两年的研
发攻关，精馏高沸物制备高沸硅油项目
于2018年底投产，产品可以制成防水
剂、防污剂等应用于建筑行业，具有良
好市场前景。2019年，公司全部副产
精馏高沸物实现自产自用，每吨可创效
3000多元。

抓环保就是抓质量；保生态就是保
生存。从“废弃物”到“拳头产品”，三友
集团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绿色升级为
动力，向绿而生，结出硕果。

为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三
友集团不仅制定了“环保产业规划”，攻
克了“化纤废气生化处理”等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而且制定了环保管理、能源
管理等制度，牢牢守住环保“生命线”。

特别是去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严峻形势下，集团坚持投入5.5 亿
元，实施污水综合处理等54个环保项
目，进一步拓宽了绿色发展空间。

数据显示，经过20年的发展，如今
的三友集团已经成长为拥有两万多名
员工，下辖13个子公司，资产总额达
260亿元，年销售收入达200亿元的特
大型企业集团。集团先后开发出低盐
纯碱等70多个新品种，有241项技术
获得了国家专利，其中72项获得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并先后参与了12项国
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的制定。

在大宗产品方面，集团纯碱产能已
达340万吨，粘胶短纤维达50万吨，烧
碱达50万吨，PVC达40万吨，有机硅
达20万吨。其中，纯碱、粘胶短纤维双
双荣获中国名牌，三友商标也成为“中
国驰名商标”。

目前，其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
而且远销亚、非、欧、美、澳五大洲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前11个月，
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89亿元，同比增长
2.68%，出口贸易额突破7亿美元。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我国改革开
放和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的中央企业。经过 30 多年的稳健发
展，我们从大亚湾起步，走出广东，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国内第一大核电
企业、第二大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全球
第三大核电企业，并打造出国家名片

“华龙一号”。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是建设现代化

强国的必然要求。中广核将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创建
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为牵引，扎实推进
改革创新，取得积极成效。

——以“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
为主要抓手，加强安全管理。中广核作
为以核电为主要特色的清洁能源企业，
始终把确保核安全视为重要政治责
任。为此，中广核高度重视安全文化建
设，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安全第一、质
量第一、追求卓越”的基本原则，形成具
有中广核特色的文化基因；实施专业
化、标准化、集约化战略，通过让专业的
人干专业的事，加速核心能力培育；持
续对标世界一流，久久为功。如在运营
领域，对标 WANO 业绩指标，主动请
国际权威机构“挑毛病”，积极寻找自我
提升最优路径。

——以市场化为导向全面深化改
革，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动力和活力。
中广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国资国企改革重要论述，主动谋划
改革，统筹推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
点、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创建世界一
流示范企业和国企改革“双百行动”，
推动“1+N”政策层层落地。具体来
说，一是重塑组织架构，优化管控体
系。落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管资本
为主的要求，构建“三层架构、三类发
展、两级管控”体系；二是完善公司治
理，提升决策科学性。以上市公司为
标杆，切实完善各级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推进外部董事全覆盖。推行职业
董事长、专职董事及外部董事制度，选
优配强成员公司董事会。强化董事考
核评价，实现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挂
钩；三是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机制，
激发动力活力。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治
理完善的子企业经理层开展职业经理
人试点。创新分配机制，将工资总额分
为基础包、发展包和业绩包，构建“短、
中、长”多层次激励体系。重点在科研
领域建立团队式运作，完善中长期激
励，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

——以自主化为目标加强科技创
新，全力以赴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中广核始终将自主创新作为引领
发展第一动力，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在
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一是突
出战略引领，建立强大的科研支撑体
系。加强顶层设计，按照“应用一代、研
发一代、预研一代”的思路，确立新型反
应堆等重大战略专项，明确13类“尖峰
计划”重点领域，牢牢把握全球核电产
业竞争主动权；二是铸就“华龙一号”等
大国重器，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
国创造”的跨越。中广核还研制出“和
睦系统”并实现应用，使我国成为第四
个掌握核级仪控系统技术的国家；三是
打造三代核电全球首堆，为世界贡献中
国经验。

下一步，中广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创
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为契机，全面推
动中广核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做核安全的守护者、美丽中国
的建设者、“走出去”的开拓者、科技创
新的引领者、深化改革的先行者，加快
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杨阳腾整理）

全面建设世界一流
清洁能源企业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贺 禹

本版编辑 韩 叙

唐山三友，向绿而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常云亮

图为三友集团工作人员正在废水处理装置处采样。 陈 经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移动出行
平台滴滴出行及其旗下一站式汽车服
务平台“小桔车服”发布公告，宣布将从
1月9日零点起至1月16日零点，暂停
全国范围内的网约车新司机注册审核
工作，以完善平台规则杜绝漏洞。期
间，新司机可以提交注册资料，平台将
从1月16日零点起恢复审核。

“此次暂停网约车新司机注册审
核，主要是为了防范司机被个别高利
率‘以租代购’及民间借贷、高额违约
金和阴阳合同等不法手段坑害。”滴滴
方面表示，尽管小桔车服已于2019年
全面暂停了“以租代购”形式的车辆进
入平台，并持续打击阴阳合同、乱收费
等不良行为，但仍存在司机个人通过

高利贷或“以租代购”方式购买车辆加
入滴滴平台等情况，这说明滴滴在风
险提示、准入流程等方面仍然做得不
够到位。

在暂停网约车新司机注册审核期
间，滴滴出行将邀请司机、租赁公司代
表、第三方行业协会和专家，重新梳理
和完善新司机准入流程，同时对已有
司机的租车、买车情况进行核查，帮助
司机及时止损，必要时还将协助司机
维权。

滴滴还在公告中表示，未来会不断
自省、自查，持续完善规则。平台同时
呼吁广大司机、合作租赁公司增强风险
意识，抵制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共同
维护司机权益和行业生态。

滴滴暂停网约车新司机

注册审核7天
提示司机警惕“以租代购”及贷款等风险

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年吞吐量突
破6亿吨庆祝仪式日前在青岛前湾港
区举行。这是继2019年12月13日集
装箱吞吐量超越2000万标准箱后，青
岛港集团开创的又一个里程碑。

先来看一组数据。1949年，青岛
港一共完成了15艘船舶作业，吞吐量仅
为72万吨。1978年，青岛港吞吐量完
成2002万吨。进入新世纪，青岛港发
展踏上了快车道。2001年，青岛港吞吐
量超过1亿吨，跨入综合性国际亿吨大
港行列。2019年，青岛港吞吐量一举突

破6亿吨，增幅位居全球港口前列。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装卸工艺的深

层次转型。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

青岛港码头上几乎看不到机械的影子，
手搬肩扛这种原始落后的装卸作业方
式长期沿用。1954年，青岛港还没有
一部机械；1976年，集装箱作业工具从
最原始的“撑棍”起步；上世纪80年代
初，1万多吨的矿石船，大家要齐心合
力大干12天才能忙完。如今，在科技
的推动下，青岛港告别了肩抬手扛的

落后生产方式，集装箱装卸效率、矿石
装卸效率、纸浆装卸效率稳居世界前
列。

2019年 8月 6日，山东港口集团
揭牌成立，青岛港迎来了更大平台和
崭新机遇。山东港口集团7个港口联
手推进“整合、融合、耦合”发展，连续开
通了12条航线，初步形成了“以青岛港
为枢纽港，日照港、烟台港、渤海湾港
围绕各自区域腹地形成海上支线布
局”的干支线网络配套发展格局。

2019年，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超

过2100万标准箱，挺进东北亚枢纽港；
干散货完成吞吐量1.8亿吨，混矿作业
量稳居全国第一；原油吞吐量完成1.17
亿吨，进口原油稳居全国第一；邮轮全
年完成出入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
长45%，增长率居全国第一。

此外，青岛港还坚持“东西双向互
济、陆海内外联动”，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2019年，青岛港内陆港从
10个增至15个，全港累计完成海铁联
运13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0%，继续
领跑全国沿海港口。

年吞吐量突破6亿吨——

青岛港迈入“智慧时代”
本报记者 刘 成

1月6日，海量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员工在加紧生产锂电池。据了解，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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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如期交付。 胡 霞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