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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化學學部常委
陳洪淵院士

記者白林淼 攝

■在上海舉行的相關會議提出，要使用新工藝實現綠色、
清潔化工。 記者白林淼 攝

已開工或擬生產還原物企業已開工或擬生產還原物企業
企業名稱 地址 狀態
上海某染料廠上海某染料廠 上海市奉賢區五四農場上海市奉賢區五四農場 正在試車正在試車
杭州宇田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宇田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大江東臨江工業園區杭州大江東臨江工業園區 停產整治停產整治
蘇北某化工公司蘇北某化工公司 江蘇響水陳家港化工園區江蘇響水陳家港化工園區 在建在建
江蘇一化工公司江蘇一化工公司 江蘇濱海縣頭罾化工園江蘇濱海縣頭罾化工園 正在設備改造正在設備改造
江西某化學工業公司江西某化學工業公司 景德鎮樂平市景德鎮樂平市118118縣道附近縣道附近 擬改建設備擬改建設備

■■資料由業內人士提供資料由業內人士提供

位於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交界處的騰格里沙漠是中國第
四大沙漠，曾被譽為「人類治沙史上的奇跡」，還被聯合國授予
「全球環保500佳」的榮譽。由於騰格里沙漠聚集着眾多化
工企業，這些企業不斷向沙漠排放污水，每一塊傾瀉污水
的場地都有足球場那麼大，威脅地下水質及牧民生
存環境。2014年9月，內蒙古阿拉善盟騰格里工業
園區的環境污染問題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習
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作出重要批示，內蒙古
啟動追責，自治區環保廳、阿拉善盟、阿拉
善左旗、騰格里經濟開發區共24名相關責任
人先後被問責，並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去年11月17日，杭州市環保部門在該市
大江東產業集聚區臨江工業園例行檢

查時，聞到從該工業園內的化工企業杭州宇
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宇田科技」）散發
出的陣陣怪味。工作人員隨後對其進行檢
查，發現宇田科技生產的正是還原物，而且
該公司使用的是與污染騰格里沙漠一樣的落
後工藝——鐵粉還原法工藝。於是，當地政
府和環保部門勒令宇田科技還原物生產線全
面停產整治。

關停釋放市場 價格成倍飆漲
杭州大江東管委會臨江企業服務處負責人

表示，宇田科技的還原物生產近期才剛上
馬，因最近生產還原物的效益可觀，故用原
來的化工產品H酸生產設備改造成現在的
還原物生產線。
知情人士透露，騰格里污染事件中涉事企

業寧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寧夏中衛鑫三元
化工和內蒙古圖騰化工，其所生產的還原物
產量佔全國的70%以上，這些涉事企業的關
停既釋放出巨大市場空間，又帶來成交價格
成倍飆漲。

吸黑色投資者 企業刀口舔血
從去年9月下旬開始，內地還原物價格已
從此前的每噸3.8萬元上漲至每噸6萬元，
甚至一度飆升至約每噸10萬元，漲幅高達
163%。利益驅動下，除已被查實並停業改
造的宇田科技外，位於上海奉賢區一化工企
業亦正在組織還原物生產設備的試車，待原
材料到位便立即投入生產。此外，江蘇、山
東、江西、河北、河南等地均有化工企業偷
偷上馬還原物設備，或者將原先已經停掉的
還原物設備重新恢復使用。
分析人士指出，考慮到庫存因素，預計還

原物將在2至3個月後顯現缺口，屆時很可
能會出現重蹈另一染料關鍵中間體H酸的
覆轍：去年H酸因為江蘇明盛化工的環保
事件停產而造成供應短缺，價格從每噸3萬
元飆升到每噸17萬元。高額利潤立即吸引
了大量新的「黑色」投資者的進入，激發了
小部分化工企業刀口舔血的決心。他們採用
最原始的工藝，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生產產
品以求快速收回投資。
北大化學生物學與生物技術學院院長楊震

認為，還原物在生產過程中可產生致癌的毒
性物質，不過現在內地面臨的困境不是化工
產品有沒有毒性問題，而是監管體系能不能
按環保法去嚴格執法的問題。「其實所有的
化工生產都是能監控到的，原子彈都能生
產，難道一個還原物還生產不了嗎？」

長三角臨污染 考驗監管執法
不過，諸如還原物這樣的毒性化工項目移

到長三角，如果不能夠很好地監管，那它對
社會的危害要比西部更加嚴重。
他續說，化學工業被詬病為「有毒產

業」，主要是由於早期環保投入高，再加上
企業的短視、僥倖
和違法便造成了當
前的現狀。新環保
法已於 1月 1日起
施行，這將對政府
的監管與執法、企
業主的生產理念和
道德水準、民眾的
環保與監督意識都
提出新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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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中間體

還原物（下稱

「還原物」）

是印染業中不

可或缺的化工

原材料，其所

具有叫板 PX

（對二甲苯）的毒性知者甚少。然而，自去年9月「騰格里

沙漠污染事件」驚動中央並引起國家主席習近平批示後，還

原物這個陌生的名詞迅速走進公眾視野。涉事的寧夏、內蒙

古等地企業因向沙漠直排有毒污水、威脅地下水質被關停

後，曾經從江浙遷移至騰格里沙漠的還原物生產近期在市場

行情的突變中又重返長三角的浙江、江蘇、上海以及山東、

江西等地。一批在明處的污染企業倒下，而另一批污染企業

正從暗處破土欲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白林淼浙江報道

還 原 物
（ 化 學 名
稱 ： 3- 氨

基-甲氧基乙酰苯胺）是重要
的染料中間體，印染業中不可或缺的
化工原材料，同時在生產過程中可產
生致癌的毒性物質。雖然有着足以影

響染料價格的決定性因素，且沒有可
替代的產品，但國內外生產還原物的
企業卻並不多。中國化工報的報道
稱，全球還原物現階段總產能約每年
3.5萬噸，其中寧夏明盛產能為每年1.5
萬噸，浙江龍盛集團新項目產能為每
年1萬噸，其他企業約為每年1萬噸。

暗遷長三角

■北京大學化學生物學
與生物技術學院院長楊
震。 記者白林淼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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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快淘汰落後生產能力，促進工業結構
優化升級，國家工信部於2010年制定的《部
分工業行業淘汰落後生產工藝裝備和產品指
導目錄（2010年本）》中，生產還原物的落
後生產工藝鐵粉還原法工藝明確位列其中。
國家工信部的《公告》明確，一、該目
錄所列淘汰落後生產工藝裝備和產品主要
是不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嚴重浪費資
源、污染環境、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需
要淘汰的落後生產工藝裝備和產品；二、
對該目錄所列的落後生產工藝裝備和產
品，按規定期限淘汰，一律不得轉移、生
產、銷售、使用和採用；三、按照國務院

相關文件要求，對未按規定限期淘汰落後
產能的企業吊銷排污許可證，銀行業金融
機構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
有關部門不予審批和核准新的投資項目，
國土資源管理部門不予批准新增用地，環
境保護部門不予審批擴大產能的項目，相
關管理部門不予辦理生產許可，已頒發生
產許可證、安全生產許可證的要依法撤
回。對未按規定淘汰落後產能、被地方政
府責令關閉或撤銷的企業，限期辦理工商
註銷登記，或者依法吊銷工商營業執照。
必要時，政府相關部門可要求電力供應企
業依法對落後產能企業停止供電。

早前在上海舉行的2014年精細化工催化加氫生
產技術應用交流會上，與會的多位化工領域的權
威專家——中科院院士和長江學者一致認為，化
工雖被稱為「有毒產業」但卻是人們日常生活和
社會進步的必需品，因此化工產業既要繼續和擴
大生產，又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盲目追求
GDP。這就要求化工企業要採用環保的新工藝實
現綠色、清潔化工。

汲取英日先污後治教訓
中科院化學學部常委陳洪淵院士表示，中國的

化學工業貢獻了GDP的16%—17%和工業生產總
值的35%，是
物質生產最多
的學科，關乎
社會發展和人
民生活。過去
西方發達國家
如英國、日本
都是「先污
染 ， 後 治

理」，後果是極其慘痛的，為此中國必須汲取經
驗、教訓。尤其在當前，一些諸如還原物的化工
企業竟然使用的還是50多年前、早該淘汰的落後
生產工藝，所以綠色化工的推廣、使用必須從國
家戰略的高度去考慮和推進。

向中小企推廣先進工藝
浙江工業大學副校長李小年認為，技術創新是

綠色化學的基礎，從技術層面上看，上世紀80年
代，國外開始研究催化加氫工藝。目前中國與國
外的技術水平差距不大，如浙江龍盛集團的催化
加氫這一領域的典範，他們分別在染料化工生產
和加氫催化劑的研發與規模化生產方面起到了良
好的示範效應，值得向同行業推廣，尤其是應向
中、小企業推廣。
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長吳雲東院士亦指，化

工生產必然伴隨污染的產生，所以發展化工產業
必須注重環保問題，不能走西方「先發展、後治
理」的老路，特別是地方政府在引進項目時，不
能引進污染環境的落後產能，落後工藝，同時要
讓已被污染的環境恢復健康。

專家指出，還原物生產主要分為鐵粉還
原法和加氫還原法兩種生產工藝，其中鐵
粉還原法已是被國家工信部明令需要淘汰
的落後技術，而加氫還原法則普遍被認為
是還原物綠色清潔生產的新工藝。目前浙
江龍盛集團在該項新工藝的研發和使用已
取得突破。

產品濃度提升 廢水量銳減
據了解，浙江龍盛集團從2008年開始，在
「中國催化劑之父」、兩院院士閔恩澤先生
的指導下，聯合蘭州大學化學化工學院馬建
泰教授聯合攻關，共同研究開發了一種以硅
藻土為載體的負載型鎳催化劑。科技成果鑒
定結果顯示，該負載型鎳催化劑產品及其應

用技術水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以此為基礎，催化加氫技術在龍盛集團內

得到推廣應用，並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
環境效益。2014年，龍盛集團承擔的綠色催
化加氫技術在芳香胺領域的產業化推廣應用
通過驗收。通過該項目實施，龍盛集團用自
主研發的連續加氫技術建成了年產5萬噸間
苯二胺和年產1萬噸的還原物生產設備，這
是國內目前唯一一套採用清潔生產工藝生產
還原物的工業化設備。
與傳統的鐵粉還原工藝相比，採用催化加

氫技術生產該類產品，產物濃度可從5%－
8%提高到40%，產品收率從80%－85%提高
到99%，噸產品廢水量從6.4噸降至0.9噸，
能耗大幅下降。

專家籲從國家戰略推綠色化工

浙企環保新法
破生產難題

工信部明確淘汰落後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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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原材料「還原物」
生產過程可釋致癌物

■■還原物產品還原物產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停產整治的停產整治的
杭州宇田科技杭州宇田科技
有限公司生產有限公司生產
車間車間。。
本報浙江傳真本報浙江傳真

■■被勒令停產改造的杭州宇田被勒令停產改造的杭州宇田
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記者白林淼記者白林淼 攝攝

■■被有毒化工污染的騰格被有毒化工污染的騰格
里沙漠里沙漠。。吳雲東院士供圖吳雲東院士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