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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
合批复了 2015 年园区循环化改造示
范试点园区、第六批国家“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同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批复了第
五批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试点城市。

在此次批复中，第六批国家“城
市矿产”示范基地包括：江苏戴南科
技园区，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
产业基地，湖北省大冶有色再生资源
循环利用产业园，陕西再生资源产业
园。批复要求，各示范试点单位所在地
省级或市级人民政府向国家有关部门
签订承诺书，承诺采取措施确保示范
试点建设目标的顺利完成，并对示范

试点建设管理和资金使用等提出了明
确规定。

据了解，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
试点、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
和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试点是国家 “十二五” 规划纲要和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
确定的循环经济重大工程。截至目前，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已经累
计确定了五批 100 个园区循环化改造
示范试点园区、六批 49 个国家“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和五批 100 个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
（区），基本完成了“十二五”确定的目
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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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国家“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公布

近日，国家环境保护铅蓄电池生
产和回收再生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
挂牌成立，该工程技术中心将依托发
起单位在技术研发、科研设备、人才队
伍、示范应用、平台服务等多方面的综
合优势，为铅蓄电池污染治理提供系
统化支持。

铅蓄电池作为能源设备应用范围
较广，且具有多次循环使用、造价较低
等优点，长期以来在电池行业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耳熟能详的就有电
动车的“电瓶”。然而，对于铅蓄电池
的回收却状况连连，由于铅蓄电池的
主要组分部分铅电极有二次回收利用
的价值，这一特性导致了市场之中出
现一些不正规商贩的不规范回收情
况。

这些商贩往往只是对铅电极进行
回收与倒卖，而铅蓄电池中的酸性电

解液则被随意排放，造成水源和土壤酸
碱失衡，污染水源和土壤。有医学报道证
明，长期生活在铅含量较高的环境中，会
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依旧有不少打
着“回收利用”旗号，却根本没有专业处
理废电池技术的回收点在非法经营，导
致铅蓄电池回收不规范成为“顽疾”。虽
然有关部门积极出台废旧铅蓄电池管理
政策，颁布了多项相关法律法规，然而不
少商贩在高额利益面前依然愿意铤而走
险，导致“顽疾”久治不愈。

目前，我国铅蓄电池生产企业数量
多、规模小，不少企业生产工艺落后，后
续处理能力有限，故而成立专门的工程
技术中心对铅蓄电池行业来说刻不容
缓。只有将此类电池的生产、回收、再利
用等环节置于监管的框架之中，才能从
根本上遏制违规回收的现象，这一过程，

需要电池的制造商、消费者和环境监管
部门都参与其中。

首先，作为铅蓄电池的制造商，在回
收铅蓄电池事件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和义务。企业高层应主动树立绿色环保
意识以及为民为国的社会意识，加强对
企业员工的管理与教育，积极引导技术
骨干开发创新更环保、更高效的生产工
艺，扩大产业链结构，加强与国内外相关
行业的技术交流，积极引进高端人才与
高端工艺设备，增加产品科技含量。

其次，环境监管部门应就铅蓄电池
的回收利用管理问题，继续出台新的政
策法规，以遏制不正规回收行业的气焰。
相关执法人员应加强对非法商贩的排
查，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不容情。
此外，还应给正规铅蓄电池生产制造商
施压，督促其尽快建立铅蓄电池回收利
用系统，真正做到谁生产谁处理的一条

龙体系。
人们作为消费主体，更应强化环保

意识，提高社会责任感。有媒体报道说，
相较于电动车销售点提供的废旧电池
“以旧换新”，人们更愿意将其卖给废品
收购站，以收取几十块的小利。这也说明，
在面对金钱利益面前，我们的宣传教育还
做得不到位。对于规模有限的企业与公民
环保意识培养上，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尽可能提供人才和资金上的帮助。

当前，我国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
背景下，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
用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善生态环境
的重要手段之一，铅蓄电池的回收利用本
就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此时建立专业
的技术机构，可以对现在回收技术上较为
薄弱等问题进行有效补充，使铅蓄电池可
以尽快走上“绿色回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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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铅蓄电池回收行业刻不容缓

日前，柳工全球研发中心落成仪
式在柳州隆重举行，这是作为中国工
程机械排头兵的柳工长期致力于创新
以及未来技术的又一成果。柳工新全
球研发中心的落成将增强公司的研发
实力，同时这也成为柳工研发史上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拥有世界级研发硬
件，一流实验平台，现代化制造基地，
还有 1000 多名顶级研发团队，柳工
将迈向研发新时代。同时柳工还举办
了全球工程机械技术高峰论坛。

一、技术引领企业
据了解，柳工全球研发中心项目

始于 2013 年，总投资达人民币 2.7 亿
元。与柳工公司全球总部同位于柳
州，它将成为除在印度、波兰、美国和
英国以外柳工研发新的核心枢纽。

该研发中心占地 11 万平方米，
其中包括一个建筑面积为 22000 平
方米的全球研发大楼、一个占地面积
为 10万平方米的全球试验中心；包含
大型试验台如热平衡试验台，发动机
试验台、结构件疲劳试验台、半消声实
验室、电子电器试验室、材料科学试验
室等，一个大型室外试验场。全球研发
大楼可容纳 1200人同时办公。

其初期工作重点将针对柳工装
载机、挖掘机和平地机等系列产品的
研究、开发和测试。首批项目将完成
H 系列最新型装载机的研发和测试。
与此同时，研发中心的各类实验台将
采用先进的试验方法和技术开发新
一代的产品，如结构疲劳测试、材料
科学试验、电子电器性能测试，振动

和噪音测试、发动机性能测试等。新全球
研发中心将设立创意空间和虚拟实景工
作室、工业设计工作室，激发研发人员的
创新思维，有效提升产品开发的效率，缩
短产品开发周期。

柳工集团董事长曾光安表示：“未
来企业的创新必然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
力。柳工始终把研发创新放在最核心的
位置。新研发中心的建立是柳工对未来
技术作出的一个重大承诺。我们坚信,新
的研发中心将为我们提供推动柳工成为

工程机械行业变革者所需的一切工
具。”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
执行副会长薛一平表示:“落户柳工的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着破解
行业发展技术瓶颈、推进产业迈向高端
的重任。希望柳工能够立足全局，面向未
来，继续发挥科技创新的骨干作用，为全
面提升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自主创新能
力、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重要
支撑。”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
执行副会长薛一平、中国工程机械协会
会长祁俊、中国工程机械协会秘书长苏
子孟、英国工程机械咨询有限公司
Off-HighwayResearch 总裁 David-
Phillips、中国工程院李培根院士、采埃
孚工业技术事业部高级执行副总裁
HermannBeck、中国海洋局极地科考
中心副主任孙波、康明斯公司副总裁、中
国区首席技术官彭立新、博世力士乐高
级销售副总裁 PeterDschida、中国机电
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王贵清、广西柳工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光安，广西柳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俞传芬、柳工重要
经销商代表以及客户代表等重要嘉宾出
席了落成仪式。

二、多方解析行业
近年来，全球工程机械行业总体呈

现缓慢复苏的态势，一个新的调整期已
经到来，全球客户对工程机械产品的关
注度越来越集中于能源节省、效率提升、
降低排放以及安全性、舒适性，维修方便
性等方面。如何调整产品的开发思路和
技术路线，以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抢占
下一轮竞争的制高点，是业内人士必须
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论坛重点围绕“大数据时代与工业
4.0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工程机
械市场动向”、“应对世界各地排放法规
所采用的技术与解决方案”、“工程机械
传动系统的节能与增效策略”、“工程机
械技术发展趋势和挑战”、“工业应用的
专属动力”、“工程机械海外市场分析”
等议题展开，对市场和当前以及未来技
术的发展进行了深度解析，通过精彩的
案例和数据的分析和讨论，与会者受益
匪浅。

据了解，对于工程机械而言，产品技
术的发展和进步，直接关系到效能的高
低以及能源使用的多少。据统计如果各
行业有 1%的效率的提升就将带来非常
显著的经济效益，在 15 年内，航空业如
果能减少 1%燃料将节约超过 300 亿美
元，电力效率如果能提升 1%将节约
660 亿美元，石油天然气支出降低 1%
将节约 900 亿美元，未来 20 年将为全
球 GDP 增加 10 万亿 ~15 万亿美元，相
当于再造一个美国经济。而在当前新经
济常态下，工程机械面临着产能过剩、库
存压力、市场需求疲软等矛盾，也许恰好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精力和时间来重视
研发，提升产品技术的机会。

英国工程机械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
Mr.Dvid.Phillip(大卫菲利普斯)讲到，
全球工程机械几年来经历了巨大波动起
伏式增长，数据显示全球工程机械整机
销售额在 2007 年接近 1000 亿美元，18
个月后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缩水了近
一半 550 亿美元，接下来主要受中国市
场的拉动又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增长，
2014 年达到了 897亿美元，预计 2015
年全球工程机械销售额将为 880 亿美
元。分析中国市场，工程机械整机销售额
在 2007年达到 11亿美元，在 2011 年
迅速达到了 36 亿美元，增长了 300%。
之后出现下滑，到 2014 年变为了 17 亿

美元，预计 2015 年为 13 亿美元，未来
5年变化将不会很大，预计到 2019 年将
在 16亿美元左右。

从产品上分析，在 2014 年全球工
程机械市场履带式挖掘机销售额占到了
33.2%，轮式装载机占到 15.3%，小型挖
掘机占到了6.6%。通过中国与欧洲近几
年的发展对照分析，发现市场需求结构
正在发生着变化，欧洲市场趋势正在向
着中小型发展，并形成的新市场。而中国
的发展与北美市场类似，6~19吨市场增
长明显，预测未来挖掘机市场高增长点
将集中在6吨以上的履带式挖掘机上。

据统计，在 2006 年，中国市场与欧
洲、北美市场销售额基本在一个水平线
上，相差不多。然而至 2009年受经济危
机的影响，欧洲、北美市场销售额下降了
近 50%，而这中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开始快速上升，达到了 2、3倍的增长。而
今年市场售销是高峰时的 1/3 不到，且
未来 5年并没有具体的复苏迹象，在新
常态下产量和销量依然将呈下滑态势。
因为全球市场的复苏与政府投资有着直
接关系，他将影响到 80%的设备需求。

预计未来 5 年，全球市场销售额将
维持在 800 亿美元左右，以装载机为
例，年销售将在 6.5 万台左右，履带式
挖掘机也将在 5 万 ~6 万台，前景不容
乐观。中国市场将占到 22%~25%，欧
洲市场将由高峰时 25%~30%缩水到
现在的 15%~16%，北美市场虽然很脆
弱，但有积极的复苏迹象，将保持在
20%左右。

去年，中国轮式装载机产能为 42
万台，而全球销量为 16.7 万台，光中国
过剩产能就达到了 25.3 万台。挖掘机也
类似，中国理论产能为 53.8 万台，全球
销量为 41.85 万台，过剩产能达到了
11.95 万台。就当前的形式，中国市场到
2019 年预计会有很微弱的增长，现在产
能严重过剩，如果要达到供需平衡，需要
50%的生产企业退出工程机械市场，而企
业必须回归理性，关注盈利率而不仅是市
场份额，同时减少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并
停止简单容易的融资支持。当务之急，快
速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加强国际化管
理，提升品牌在国际上的认知度，优化世
界一流的经销网络和赢取客户支持。

本届技术论坛汇聚了政府官员、行
业协会领导、专家学者、国际知名零部件
厂商、柳工重要经销商及客户等近 300
名嘉宾，充分展示了柳工源源不断的创
新活力，为参会者带来了一场技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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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研发中心落成 柳工技术引领新发展

近日，总投资 3.56 亿元的天津东
邦铅资源再生公司异地升级项目开工
建设。预计该项目 2016 年 8 月建成
投产后，将形成年处理 16 万吨废铅
酸蓄电池及含铅废料的生产能力，比
搬迁改造前年产能增长近 7倍。

东邦铅资源再生是天津唯一一家
许可经营的含铅危险废物收集处理再
生企业。为有效扩大废铅酸蓄电池及
含铅废料的收集、处理和再生能力，该
公司在天津南港工业区选址用地 6
万余平方米，建设 2 条年处理 8 万吨

（合计 16万吨）含铅废料生产线。设计
年产再生铅及铅合金产品 10.8 万吨，其
中铅锑合金、铅钙合金产品 7.1 万吨，精
铅产品 3.7 万吨。此外还产出无水硫酸
钠、无水亚硫酸钠副产品及废塑料等 3
万余吨。

据了解，天津东邦新工厂采用封闭
富氧竖炉熔炼再生工艺，并通过提升烟
气及含铅废气净化治理方案、生产废水
零排放方案等，进一步降低废铅回收和
再生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实现产能倍增
和产业升级。 中国有色金属报

天津东邦铅资源再生
异地升级项目开工建设

江西贵溪有着全国首家废铜拆解
加工厂，每年 3 到 6 月份都是铜企业
生产的旺季，但是今年园区多家企业
基本陷入停产。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春意盎然的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工厂显得十
分的冷清萧条。有的企业门牌破损，大
门紧闭，一把铁将军锈迹斑斑，围墙内
的杂草丛生有一人多高，蜘蛛正在围
墙上结着网。而园区这样关停的企业
并不在少数。

“停产了，几个月前就停产了，大
部分都停产了。”江西贵溪吉祥金属
有限公司保安说。在另一家铜拆解公
司，记者看到，几个保安正在传达室里
闲聊，还有的人架着脚玩手机，里面的
厂区推着一些废铜等待拆解，偌大的
厂区基本看不到人，三层办公楼也是

空无一人，没有人进出。
多年前入驻园区的江西中锯钢业

实业有限公司的保安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后开始停产了，现在没生意做。“以前
有几十个工人，现在没有了。”

江西贵溪中澳铜业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说因为停产，领导很长时间都不
在了，只留着几个人在这看着。

记者了解到，江西贵溪铜加工产业
园区占地 2.38 平方公里，共有 25 家企
业入驻，春年后开过工只有一家企业，
其余都处于停产状态。据了解，江西贵
溪废拆解园目前年拆解能力 70 万吨，
去年拆解量不足 10 万吨，利用率不足
七分之一。

多方因素影响，废铜加工困局短期
内没有太大起色。

上海金属网

贵溪废铜拆解园
20多家企业基本停产

蒙古总理 Chimed Saikhanbi-
leg 周五表示，矿业巨头力拓已承诺
今年将投资至少 2.5 亿 -3亿美元，用
于蒙古奥尤陶勒盖铜金矿地下部分的
建设。

Saikhanbileg 在接受路透采访
时称，二期建设预计于今年开工。这标
志着这个停滞已久的 50 亿美元的项
目有了新的进展。一旦该矿于 2021
年全面投产，则有望使蒙古国内生产
总值(GDP)提高三分之一。

Saikhanbileg 本周访问了纽约
和华盛顿，在访问过程中对该国上月
与力拓成功达成协议、重启该矿建设
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蒙古再次对商业投资开
放，”他表示：“对投资者而言，这里应
当是最热门的投资地之一。”

他还称，参与奥尤陶勒盖铜金矿

项目下一阶段融资的有 14 家不同的国
际组织和银行，其中包括世界银行下属
的国际金融联盟 (International Fi-
nance Consortium)和多边投资担保机
构。

该铜金矿由力拓运营，预计年均可
生产 43 万吨铜和 42.5 万盎司黄金
(1178.50,5.30,0.45%)，但项目仍需额外
融资 40亿美元。

Saikhanbileg 还表示，关于蒙古塔
本陶勒盖(Tavan Tolgoi)煤矿的命运，
议会有望在 7 月 11 日议会休会之前形
成决议。

Saikhanbileg 称，该国正计划仿照
新加坡淡马锡控股 (Temasek Hold-
ings)设立一个政府投资实体。对此他没
有提供多少细节，但表示自己希望该实
体能尽快设立。

全球金属网

力拓将向蒙古铜金矿
投资 2.5-3 亿美元

2015 年四川省川东片区矿山应急救援演练暨技术竞赛活动，近日在达竹煤
电集团公司矿山救护队举行。来自川东片区的达州市矿山救援队、广安市矿山救
护队、邻水县矿山救援队、达竹矿山救护队、广能矿山救护中队参加了矿山救援
技术竞赛，竞赛内容涉及救援理论竞赛、军事化队列竞赛、模拟实战竞赛科目。

李宇凌 摄

四川省川东片区矿山应急救援演练

2015 年 1 月 28 日，长征五号 3350 助推
贮箱顺利通过强度和气密试验考核,标志着上
海航天装备制造总厂承担研发的 “大型薄壁
环缝搅拌摩擦焊接装备” 在国家新一代运载
火箭重大科技工程中实现成功应用。

该装备最大焊接直径为 Φ3350mm，焊接
长度 12m，焊接最大厚度 16mm，主要技术参
数和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其中环焊缝无匙孔全焊透搅拌摩擦焊技术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大型环缝搅拌摩擦焊接装备
集成可伸缩式快速装夹、高精度数控铣、高质
量数控搅拌摩擦焊于一体，可实现在一个工位上
完成推进剂贮箱结构多节筒段组件的精确装夹、
焊接坡口精密铣削、多节筒段对接装配、筒段纵
缝 / 环缝的高质量数控搅拌摩擦焊，其制造效率
相比以往分散式工位加工、装配、熔焊对接生产
流程有了突破性的提高，能够有效消除因工位转
运带来的资源消耗和产品碰伤风险。项目获得发
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3 项。

国内首台大型焊缝搅拌摩擦焊装备的成
功应用，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填补了
国内空白，顺应了我国航天高密度发射要求和
模块化制造的发展需求，为运载火箭和航天器
的轻量化设计提供工艺支撑，对提升我国航天
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并可推广至
航空、船舶、轨道交通、汽车工业和能源等领
域。 工信部

首台大型薄壁环缝搅拌摩擦焊接装备成功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