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江清水绕株洲。 刘耀文 摄

卧龙村一角。 王文隆 摄

2011年11月， 由省科技厅组织省内有关单
位 ， 联合国内优势科技力量 ， 向科技部申报
的一大批科研项目得到青睐 。 “铅锌重金属
清洁冶炼关键技术”、 “有色金属资源基地重
金属减排与废物循环利用技术与示范”、 “大

型矿产基地生态恢复技术与示范 ” 等项目被
科技部纳入2012年项目实施计划 ， 有望获得
国家专项经费支持1.7亿元以上 。 并且 ， “国
家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将布
局湖南。

■两型进行时

2011年3月， 国务院批准了 《湘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 》， 计划投入资金595
亿元完成927个项目， 以株洲清水塘 、 湘潭竹
埠港 、 衡阳水口山 、 郴州三十六湾 、 娄底锡
矿山 、 长沙七宝山 、 岳阳原桃林铅锌矿七大

重点区域为工作重点 ， 突出完成民生应急保
障 、 工业污染源控制 、 历史遗留污染治理三
大重点任务 ， 到 “十二五 ” 末 ， 湘江流域涉
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均比2008年
减少50%。

2011年8月5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强在清水塘重金属污水处理厂宣布 ：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启
动”。 周强，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 ， 国家
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赵
家荣共同启动清水塘重金属污水处理厂 “启动
开关”。

总投资为3.09亿元的株洲清水塘重金属污
水处理厂正式运行， 意味着清水塘工业区重金
属污水直排湘江成为历史。 项目运行后， 株洲
全面取缔并整合包括现有17个企业在内的排污

口和7个湘江直排口， 实现清水塘工业区只有
一个湘江排污口的目标。 株洲清水塘地区的生
活污水、 工业废水和冶炼废水完全实现三套管
网分流制， 独立收集， 分类处理。 针对冶炼废
水， 将首先进行物化处理， 再进行生化处理，
最后进行深度处理。 对于化工废水， 则先物化
处理 ， 后进行化学混凝沉淀 ， 再进行深度处
理， 使区域工业废水排放达到 《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级B标， 可排入任何地
面水域 （划定的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 工业
及农业用水均可。

投入595亿元， 集中治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区域

清水塘工业区只有1个排污口， 向湘江达标排放

“国家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将布局湖南

原本有害的工业固体废物， 经过工艺
处理成为用途广泛的新型建筑材料———蒸
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王文隆 摄

从长沙出发， 走京珠、 衡炎高速， 到达茶陵县城
后再行约50公里， 顺着一条平整的小路便进入了罗霄
山脉大山深处， 进入了卧龙村。 记者眼前变得清亮起
来 :隆冬时节， 茶陵八团乡卧龙村却是绿意浓浓、 生
机勃勃 ， 举头望见高山 、 蓝天 、 白云 ， 身边环绕翠
竹、 绿树、 民居， 流泉潺潺， 如入 “世外桃源”。

流泉绵延10公里长， 从大山里冒出来， 流成一条
清澈见底的小溪， 这里又名卧龙沟。

村民们如今聚居在山脚下的卧龙沟两旁。 2005年
前， 全村7个村民小组500多口人散居在大山的各个角
落。 “有的山窝里就住一户人家。” 村支部书记尹慧
文告诉记者， 那时候村里到山外的路没通， 村民守着
一座宝山过穷日子， “人均年收入不到1千元， 只有
现在的8分之一”。

卧龙村所在山最高海拔1409.9米， 为茶陵最高峰。
山中资源丰富，竹林就有一万多亩。卧龙沟里、大山深
处，有娃娃鱼、无鳞鱼、穿山甲、野山菜 、野菌 ，有红豆
杉、 水杉……

变化发生在最近几年。 “我们把村上的3000亩集
体山林流转给他人， 有了300万元集体资金。” 尹慧文
说， 村上用这些资金起步， 修路、 搬家， 把卧龙沟的
中上游一段深挖沟、 高筑堤， 各组村民纷纷从山上搬
下来， 把新房建在卧龙沟两旁， 面朝清溪、 背靠青山
而居。

交通方便了， 居住改善了， 原先在外办厂的村民
返乡投资， 在村里建了一个年产值近千万的云峰制衣
厂。 原先在外打工的村民返乡务工， 在家门口上班。
肖玉娇就是其中一位。 记者到云峰制衣厂采访时， 她
正在认真加工一种防尘防静电的工作制服。 “我以前
在温州一家鞋厂打工。 现在村里也办起了工厂， 还是
回来做事好！” 她乐呵呵地列举家门口务工的好处： 方
便照顾老人小孩、 生活质量提高……

在这家工厂做事的村民还有好几十人， 车间里秩
序井然， 热闹红火。

“如果是污染企业， 我们不准进来。 制衣厂只是
加工， 对环境没有任何破坏！” 尹慧文时刻绷着一根
环保的弦， 同时心中绘好了一幅依托山村资源发展经
济的美丽蓝图： 开发卧龙沟漂流， 建成百亩薰衣草花
海， 推广种植台湾胖姜， 养殖高山黄牛和娃娃鱼， 发
展集生态观光、 果蔬野菜采摘、 登山、 避暑、 赏花为
一体的生态旅游和休闲农业。

如今， 这幅蓝图已初现雏形。 聘请的旅游规划公
司已给村里制定了详细的旅游发展规划； 沿沟新建的
村庄中心整洁漂亮， 溪水里鱼儿欢快； 傍溪而建的旅
游接待中心正在紧张施工中……

“等到我们接待中心开放时， 还请你过来体验休
闲！” 尹慧文盛情邀请记者， 言语之间充满自信。

青山清溪卧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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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嫌的工业废渣， 变
身高性能混凝土砌块

寒冬的一个上午， 记者在株洲清水
塘工业区亲眼目睹了冶化固体废物由
“遭人嫌” 到 “惹人爱” 的嬗变。

走进株洲霞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场地， 闯入眼中的是堆得像小山似的
一种叫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建筑材
料， 工人们正在装车外运。 蒸压加气混
凝土砌块的原料就是电石渣、 粉煤灰、
尾砂、 盐渣。 这些工业固体废物像长了
脚一样， 与水混合着从附近工业企业通
过管道流到这儿。 通过沉淀处理， 废渣
经履带输送到流水线上， 加水搅拌， 制
浆， 再精制， 把浆打入反应壶中， 加入
一些水泥、 石灰、 铝粉等， 几经周折的

废渣浆开始产生气泡。 原
本叫人嫌弃的固体废物 ，
在这儿显得柔顺乖巧起
来。

“然后再蒸汽养护 ，
混合了化学制剂的废渣浆
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 ，
就慢慢变硬， 同时在内部
产生大量不相通的小气

孔。” 见记者看得有些迷糊， 负责人方
成立在一旁介绍， 经过这些工艺生产出
来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轻质节能保
温抗震 ， 耗能只有生产红砖的三分之
一。 记者抱起一块两尺多长、 高宽近一
尺的大家伙， 果然很轻， 往水里一丢，
竟然浮起一半来。

这样一个厂，每年要用工业固体废物
生产20万立方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方成
立高兴地说，这种建筑材料用于框架结构
的高层建筑墙体，如今正在大面积推广之
中，现在的市场行情是235元一立方米，在

株洲的市场占有率达到30%了。

重大科技成果应用 ， 让
千万吨固体废物找到出路

从工业废渣到高性能混凝土砌块的
神奇飞跃， 发生在 “株洲清水塘典型冶
化工业区固体废物梯级利用产业链关键
技术开发” 科技专项 （以下简称 “固体
废物利用科技专项”） 成果应用之后。

“这种砖， 株洲在2009年开始生产。
之前的工艺采用粉煤灰 、 水泥 、 石灰 ，
产品质量和强度都不如现在， 市场占有
率也只有10%。” “固体废物利用科技专
项” 课题Ⅲ技术负责人、 湖南工业大学
汤建新教授说， 科技专项成果在这里实
施以后， 产品质量大大提升。

科技专项成果实施， 主要就是采用
清水塘工业区粉煤灰、 电石泥、 尾砂等
多种复杂固体废物， 通过其全量利用的
配方， 研究制备成胶凝材料———蒸压加
气混凝土砌块。 这一成果的实施， 成功
解决了低温胶凝化材料尾砂-电石渣-粉
煤灰蒸压加气砌块关键技术、 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生产料浆水分测定的关键技
术以及废渣胶凝墙板生产关键技术， 提
高了产品强度， 使产品质量超国家标准，
并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力争实现清
水塘典型冶金化工工业区多种固体废物
的资源循环与 ‘零堆放’， 形成工业固体
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与环保设备制造的产
业链及工程示范， 为复杂有害工业固体
废物安全大规模利用提供高效可行的集
成技术系统。” 汤建新说。

“以前株化集团出了电石渣， 要花
钱请人运走， 16.5元一吨。” 方成立介绍
说， 还是同样的废渣， 现在可以卖近50
元一吨。 以前人人嫌弃的固体废物如今
变成惹人喜爱的宝贝疙瘩了。

“通过这个科技专项成果的实施 ，

基本能把清水塘工业区每年新增的一百多
万吨粉煤灰、 尾砂、 电石渣， 盐渣等工业
固体废物消纳掉， 还可以消纳一部分往年
积存的。” 汤建新告诉记者， 距离霞湾建
材公司五公里外的关山寺， 是株洲市一个
著名的粉煤灰堆场， 几十年来堆起了一百
多米高的灰坝 ， 最多时达 １０００多万吨 ，
“一旦山洪暴发， 给湘江带来的环境灾难将
不可想像 ”。 如今 ， 有个老板将它买了下
来， 用作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建筑
材料的原料， 估摸已消纳二三百万吨了。

“对固体废物中的有价金属进行高效
回收， 吃干榨尽之后， 再进一步做成胶凝
材料、 建筑材料。 这样既有经济效益， 更
有环境效益。 不然， 这么多固体废物不处
理 ， 对湘江水 ， 对空气都有潜在危险 ！ ”
“固体废物利用科技专项” 首席专家、 中南
大学教授柴立元说。

据统计 ， “固体废物利用科技专项 ”
成功研发的固体废弃物制备凝胶材料技术，
已在长株潭地区9家企业实施推广， 实现工
业产值共约2.23亿元 ， 累积利用电石渣约
19.5万吨， 粉煤灰约58万吨 ， 化工盐渣约
0.2万吨， 节约标准煤2.4万吨， 减排二氧化
碳约8.4万吨， 减排二氧化硫约0.228万吨。
“固体废物利用科技专项” 技术辐射消纳的
固体废物达200多万吨， 为实现清水塘地区
工业固体废物 “零堆存” 提供了强大的科
技支撑。

控新治旧， 科技支撑湘江
重金属污染治理

“治理湘江重金属污染， 总的原则是
‘控制新的污染，治理旧的污染’。‘控新’，是
清洁生产， 源头减排的问题；‘治旧’， 是冶
炼固体废物怎么消纳利用、 工业废水如何
治理回用的问题。” 柴立元认为。

近几年， 为推进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
呵护湘江一江清水， 我省制订了 《湖南省
节能减排科技支撑行动方案》， 科技全面发
力。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湘江
重金属污染治理， 我省近年来加大科技支
撑力度 ， 涌现出区域循环经济关键技术 、
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 高效清洁冶炼工艺
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 为把湘江打造成
“东方莱茵河” 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从中央到省里， 都高度重视湘江重
金属污染治理， 通过政产学研用结合， 先
后攻克一批关键技术， 建成一批示范工程。
除清水塘工业区固体废物消纳， 株冶集团
建成的重金属冶炼废水生物化处理与回用
关键技术示范工程， 每年可为株冶减少500
万吨废水排放， 节约用水660万吨。 盐渣回
收利用关键技术在翔宇精细化工公司得到
应用， 废水COD排放减少八成， 氨氮排放
减少近六成。 这些都有效降低了对湘江的
污染 ， 保障了流域生态环境和食物链安
全。” 柴立元说， 未来科技在湘江重金属污
染治理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他对此充
满信心。

以前， 它们是包袱， 企业要花钱请人运到湘江边， 堆放起来以后再处理； 如今它们成了宝

贝， 企业可以论价出售， 买家也获利不菲。 它们就是严重威胁湘江水质安全的工业固体废物。

在株洲清水塘工业区， 几十年工业生产累积了上千万吨固体废物， 这污染湘江的重大隐患

何去何从？ 令人心忧。 如今， 随着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推进， 随着科技的突破， 这些固体废

物正变废为宝， 身价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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