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捷的交通

岳阳是中南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
基地， 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是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产业结构
战略调整的产物，是省委、省政府及岳
阳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科学谋划的
结果。 随着石化产业的发展， 争取到
“十二五” 期末，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
总产值突破 2000亿元，跻身国家级化
工园区行列， 成为国内最大的炼化催
化剂生产基地、 国内最强的非乙烯化
工新材料及特种化学品生产基地、中
南地区最大的石化产品物流中心。

为了更好地实施园区产业发展规
划， 园区聘请了享誉国际石油行业的
6 名专家组成了园区专家组， 针对大
厂产业发展规划， 开发和包装园区补
链招商项目， 着力建立了大循环经济
体系。 该园始终把环境治理和节能减
排作为两型园区发展的第一要务来
抓， 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
废物排放。一是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园

区和企业累计投入环保基础设施配套
的资金达到 3亿多元， 新建了污水处
理厂、 事故应急池、 公用工程等，仅
2013年下半年，亚王精细投入 300多
万元新上了污水预处理设施， 普拉玛
化工投资 200 万元新上了氨气吸收
处理装置。二是加强环保专项整治。今
年来， 针对园区和污水处理厂周边群
众反映大气污染问题， 该园积极配合
环保部门对 6家超标排污的企业进行
集中整治，限期整改。目前，科苑、英泰
等 4 家树脂企业已联合投资 400 多
万元新上了污水预处理装置， 聚成公
司对分子筛生产工艺进行了改进，实
现了达标排放。

为实现园区资源共享、 高效循环
利用，该园采取政府适当投资、公司市
场运作等多种融资手段， 共投入资金
5 亿多元，集中建设污水处理厂、双回
路电源、消防站、天然气管网、蒸汽供
应、中小试、孵化中心、标准化厂房等

“九统一”的公用工程体系，通过 BOT
方式引进建设的污水处理厂解决了园
区排污之忧， 园区生活和工业污水处
理率达 100%；近年来，园区投入 500
多万元对普通照明路灯进行了节能改
造，统一更换了风光互补节能路灯，投
入近千万元对园区主干道路进行“白
改黑”施工，长炼分园投入 300 多万
元进行道路绿化和景观设计， 园区整
体面貌焕然一新。

该园还不断提高准入门槛， 提升
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 对投资亿元以
下、投资密度 200万元 /亩以下、环保
压力大的企业原则上不予入园。 目前
长炼分园入驻的项目投资均在亿元以
上，且都与大厂有上下承接关系。

目前， 该园正申报国家循环化改
造示范试点园区， 作为全省唯一申报
园区， 国家发改委对该园循环链条式
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

十年征程，十年艰辛。
“梦想”已经起航，“绿色”正在扩

大。
“千亿”蓝图绘就，且看明日更辉

煌。

（本版图片由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提供）

“两型”引吭逐梦来
———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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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千亿元的“故事”正在展开；
一个“两型”的“梦想”已经“发芽”；
10 年时间，“精彩”一个接一个。
世界顶尖的高新技术在这里“安营扎寨”；
废物变宝在这里成功“演绎”；
资源循环在这里“链链相扣”；
……
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已经以标准的“身姿”，昂首阔步，

向我们走来。
该园位于岳阳市北部，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 园区

以建立于 2003 年的原省级工业园———岳阳云溪工业园为前身，整
合巴陵石化、长岭炼化两个龙头央企及长炼工业园、临港产业新区

新材料园、临湘滨江工业园，由“两厂四园”构成，2012 年经省政府
同意，正式完成更名。 园区近期规划面积 52 平方公里，产业以精细
化工和化工新材料为主打，遍及石油炼制、炼化催化剂到基本有机
化工原料生产、合成材料、化肥、精细化工等 25 个行业。 现有入园
企业 217 家，总资产 270 多亿元，从业人员 5 万余人；2012 年生
产总值达 987 亿元，创税 87 亿元。园区被纳入全省重点培育的“千
亿园区”和“千亿产业集群”，批准为“湖南精细化工特色产业基地”、
“湖南省第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2013 年纳入全国第二批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近年来，该园区秉持“低碳、循环、安全、高效”的发展理念，落
实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和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方针，已逐步
走出了一条集约化、专业化、绿色化化工的新路子。

没有废弃的资源，只有落后的技术。
在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 既有石油炼制过

程中排放的大量尾气， 又有石化工生产过程后废弃
的下脚料，在常人看来，这些都是“废物”，既污染环
境又耗费大量的处理费用。 如今，这些都已成为该园
“茁壮成长”的宝贵资源。

目前华中（南）地区 7 家大型石化企业，年产生
废催化剂共 6.3 万吨， 其中绿色化工产业园区炼化
企业占到 8000吨。 为实现废催化剂综合利用，园区
引进云剑、 长旺等公司投资 2.6 亿元建设了废催化
剂再生利用项目，总处理能力为 6 万吨 / 年，成为中
南地区最大的废催化剂循环利用基地。 通过废物再
利用，可再生催化剂重新供给炼化企业，不可再生催
化剂综合利用进入下游产业链，实现了华中（南）地
区 70%的废催化剂集中在产业园进行再生利用。

长岭炼化及巴陵石化及其装置尾气年产生量约
20 万吨， 尾气中富含二氧化碳及其他化学物质，原
本每年需要大量费用来处理， 且难以彻底消除污染
排放。自园区引进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1.2
亿元建设废气综合利用的项目后， 炼油尾气经处理
后产生的甲烷主要作为燃料使用， 氢气则重新供给
炼化企业，一氧化碳一部分进入碳—产业链，一部分
转化成二氧化碳提纯生产碳酸饮料、 制成干冰或进
入丙烯产业链。 凯美特气体股份公司现已发展成为
国内首家专业尾气回收的上市公司和年产最大的食
品级液体二氧化碳生产企业。

园区突出以循环链条为核心， 通过构建空间布
局最优化、产业链接循环化、废物利用资源化、能量
利用阶梯化、公用辅助一体化的“五位一体”支撑体
系，继而打造了“企业小循环、园区中循环、行业大循
环”的循环的经济格局。 长岭炼化主要发展丙烯循环
化利用产业链， 巴陵石化主要发展碳一和芳烃循环
经济产业链，云溪工业园主要发展丙烯、碳四、碳一
循环经济产业链和催化剂、 石化废气综合利用产业
链，长炼工业园主要发展丙烯、碳四循环化利用产业
链， 临港新区新材料园主要发展合成材料深加工产
业， 临湘滨湖工业园主要发展化工新材料及特种化
学品产业。

园区以巴陵石化、长岭炼化为龙头，合理延伸石
化副产品深加工和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链， 建设和
引进产业链接或延伸关键项目， 不断促进物料闭路
循环，现已形成了炼油化工、催化剂及助剂、化工新
材料及特种化学品、 合成材料深加工四大产业及碳
四、丙烯、芳烃和碳一四条主产业链，发展了两大产
业链条链接模式：一是产业间的横向耦合关联。 以芳
烃产业链为例， 长岭炼化和巴陵石化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芳烃主要包括苯、甲苯和邻二甲苯三种。 苯一
部分在巴陵石化加氢制环己烷，并氧化制成环己酮，
进一步制成己内酰胺， 再经过岳化化工制成尼龙 6
切片，最后制成纤维和塑料，这部分主要与煤气化产
业链耦合； 另一部分苯制成苯酚， 进一步制成双酚
A，再与丙烯产业链环氧氧丙烷制成环氧树脂，实现
与丙烯产业链的循环。 二是上下游的纵向延伸关联。
如长岭炼化和巴陵石化等石化企业的副产品碳四混
合物，可分离提纯产生正丁烯等产品，园区引进龙头
企业中创化工以正丁烯为原料生产醋酸仲丁酯，再
制成溶剂，构成纵向延伸的完整产业链，中创化工主
打产品醋酸仲丁酯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50%以上，岳
阳总部公司年销售收入突破 10多亿元。

目前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关联度达到 62%， 资源
产出率逐年提升。 2012 年，园区资源产出率达 0.98
万元 / 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75%，废旧资
源综合利用量完成 120万吨。

循 环

海归博士鲍坚仁、鲍坚斌兄弟自主研发
的电子级高纯氨纯度达到 7 个 9，技术指标
领先国外同类工艺。在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
业园科技创业中心“中试”成功后，博士兄弟
又联手高安公司在园区征地 50 亩， 投资 2
亿元，将产能放大到年产 5000 吨，产值可
达 4 亿元。 3 月 22 日，项目正式动工兴建。
一墙之隔，通过他们牵线搭桥的另一高新项
目多晶硅也已在园区“落地生根”。在湖南岳
阳绿色化工产业园， 200 多位像鲍氏兄弟
这样掌握前沿技术、具有世界眼光、实战经
验的行业领军人物和“海归”创业精英正成
为园区创新发展的主力。

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作为专业化
工园，单靠引进常规化工项目，环保、土地压

力将难堪重负。 建园以来，园区就始终坚持
“打造人才高地、构建技术高地、引领产业高
地”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兴园”战略。
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才引进工作
的意见》、《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来园创业
发展的办法》等文件，立足产业特色和优势，
有针对性地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实现人
才引进与项目对接，与产业互动。 园区科技
创业中心作为省级孵化器，整合大厂科研资
源，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引进创新型人才携
带技术成果进驻孵化，为其提供研发、中试
生产、经营场地和办公方面的共享设施。 同
时， 园区还设立了 １００ 万元的“种子资
金”， 对进入创业中心的优势项目进行重点
扶持，并提供包括手续代办、投融资、企业管

理咨询、人才培训等多项服务，快速催生高
新技术企业。留美归国博士李新良拥有 8个
国际专利，创办的尤特尔生化在这里孵化蜕
变后，已由当年的“丑小鸭”成为亚洲酶制剂
行业的“领头雁”。

建园以来，园区共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 1020 名，占企业总人数的 67.3%，其中硕
士、 博士、 教授级高工以上人才 218 人，与
23 所国内外知名大学和 17 家专业院所建

立了实验和技术支撑平台。 目前，园区企业
中，有国家 863 计划项目 5 个，火炬计划 10
个，国家重大攻关项目 4 个，有效专利 412
件。 近五年获国家级成果 5 项，省部级科技
成果 22项。 园区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 和“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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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产业，一直被认为是黑色的，与滚
滚浓烟、含毒浊流相伴。可是，湖南岳阳绿色
化工产业园用他们的实践，正彻底颠覆这一
传统观念，他们从一开始就用科学的理念书
写着“绿色”，用他们的实践，彻底颠覆这一
传统观念。

园区充分依托周边华能岳阳电厂热能
资源，通过配套蒸气管网建设，将电厂富余
蒸汽源源不断地输入需热企业与用户，从而
达到了节能与减排的双重效益。 目前，已形
成了完善的蒸汽三级利用体系，其中，一级
高、中温蒸汽主要用于企业自身发电；二级
富余热量通过热电联产改造生产蒸汽，再向
产业园生产用热客户集中供热和供蒸汽，供
热规模为 100 吨 / 小时， 供蒸汽总量 60×
104 吨 / 天；三级低温余热则用来向住宅供
热， 覆盖了云溪区大汉新城等多个住宅区，
使得当地居民冬天用上了价廉的暖气。通过
蒸汽能量的梯级利用全覆盖，园区取缔原有
分散的燃煤锅炉近 70个， 年节约标煤折合
77160 吨，年减排 SO21235 吨，年减排烟尘

1157吨，年减排 CO2192300吨。
废水方面，园区规划对现有的云溪污水

处理厂、长岭炼化污水处理厂和巴陵石化污
水处理厂进行搬迁整合，在长江边新建一座
规模为 8 万立方米 / 天的污水集中处理中
心， 实现中水循环利用和污水达标排放；固
废方面，计划与巴陵公司合作新建一座总处
理能力为 60 万吨的固体废弃物处置厂，服
务年限 20年，年处理固体废弃物 3 万吨，使
固体废弃物得到安全处置；废气方面，引进
凯美特气体对炼油尾气进行回收利用，其他
工业废气则通过分散处理装置处理后，实现
安全排放。

通过 10 年的努力， 园区基本实现了污
染治理由过去的“末端削减”向现在的“全面
控制”转变，基本建立了产业链条绿色设计、
企业项目严格准入制度，并通过一体化污染
集中处理设施和清洁低碳技术改造技术，有
效地减少了“三废”排放。 2012年，园区二氧
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量
较 10年前排放总量综合下降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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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俯瞰图

科学规划建设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区

岳阳东方雨虹

凯美特

湖南中创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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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催化剂云溪基地生产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