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高声自远，临渊鱼自来。
从众人不知道到市场大推广，从产品

粗加工到迈向高端化，从生产小规模到资
本来运作，湘潭市海泡石产业如一轮红日
悄然升起。

当然，这份蓄势之后的发展，能让我
们看到一个区域优势矿种的健康发展之
路，更应是我们行业所期盼的。

在产业主体发展方面，湘潭市创建了
拥有规模优势、技术水平高、管理现代的
龙头企业，并以此为基础力
争带动一批优质企业的成
长， 塑造出在国内、
国际上有号

召力的强势品牌，使企业效益稳步增长；
在产业深度方面，该市将目标定在形

成包括开采、粗选、精选、粗加工、精加工、
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应用在内的完整
产业链条，最大限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
优势的转化；

在区位布局方面，该市有望形成具有
较大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的海泡石产业
密集带，释放外部规模经济的能力，带动
相关配套产业群体发展；

在经济效益方面，该市将海泡石定位
为新兴的地区经济增长点，以发挥出引领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作用和主导
作用；

在生态与社会效益方面，该市旨在通
过海泡石产业发展形成与自然保护和社
会进步的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5 年 11 月，海泡石又迎来了一个
重大利好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产
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5 年）》，确
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205 项。
其中，海泡石作为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净
化空气滤材制备技术，纳入节能环保与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

我们了解到，目前湘潭市已确定了海
泡石产业的发展方向：对资源进行有效保
护和管理， 实现规范有序的规模开发，进
行精深加工，同时围绕产品的应用，研发
和引进成熟产品技术， 吸引各种资本，成
立相关企业，打造产业链。

未来五年，湘潭将围绕海泡石应用建
立海泡石新材料专业园区和初

步完成海泡石在环保领
域、 石油领域的产

业布局。 实

现园区海泡石工业总产值 20 亿元，利税 4
亿元，就业人数 5000 人。规模以上企业达
到 10 家， 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3 亿元的企
业 1—2 家， 超过 1 亿元的企业 4—5 家。
海泡石产业初具集群发展态势，集群主营
业务收入超过 6 亿元。 形成海泡石省级技
术中心，制定海泡石技术标准。 海泡石在
全国范围得到推广， 产生中国驰名商标
1—2 个。

到 2025 年， 实现园区海泡石工业总
产值达到 50 亿元、利税 12 亿元、就业人
数 1 万人。 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20 家，主营
业务收入超过 5 亿元的企业 3 家以上，超
过 2 亿元的企业 5 家以上。 海泡石产业形
成集群发展态势，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35 亿元。 力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2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3-5 家。 在每个海
泡石的应用领域引入知名品牌或建立全
国知名品牌， 产生中国驰名商标 3-5 个，
建立集研发、设计、检验检测、金融与中介
服务、 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
台。

“我们公司的定位是吸引、整合各方
资源，带动海泡石资源开采、加工、科研、
应用的发展， 形成完整的海泡石产业链
条，打造海泡石产业集群，建立海泡石新
材料产业园区。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红旗呼吁，有识之士能
关注海泡石， 支持海泡石产业的发展，通
过 5-10 年的努力， 在湘潭形成产业结构

合理、集中度高、经济效益好的海泡
石产业， 形成对湘潭经济发展

具有强大促进作用和重要
贡献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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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全球的 “伟人故里”、“ 中
国湘莲之乡”，这是湘潭的面子。

矿物晶体蕴量丰富， 全境拥有
已发现和查明矿产 36 种，已探明储
量矿产 16 种,这是湘潭的里子。

大湖之南 ， 湘江河畔 ， 这块
5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蕴藏了另
一个更为瑰丽的“湘潭”。 在这里，海
泡石， 这种特种稀有非金属矿产，正
逐渐揭开它沉睡千年的面纱，以新兴
产业链的形式，蓄势待发。

海泡石，德语称为“海泡沫”，因质轻多
孔能漂浮而得名， 是一种具有链状结构的
含水富镁硅酸盐粘土矿物。

海泡石属特种稀有非金属矿， 具有吸
附、脱色、隔热、绝缘、耐腐蚀、抗辐射等性
能，广泛应用于涂料、油漆、油墨、造纸、铸
造、环境保护、国防科工等多个领域。

天然产出的海泡石为白色、 浅灰色或
略带淡黄、浅红、墨绿等色，常呈致密状、土
状、团块状、结核状，新鲜面为珍珠光泽，风
化后为土状光泽。 其化学成分主要是硅和
镁，其中二氧化硅的含量一般在 54%-60%
之间。

仅以湘潭海泡石的储量为例， 据湖南
省国土资源厅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 目前
已探明储量约为 2140 万吨，占了全国的八
成，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从资源分布上看， 海泡石主要分布在
西班牙、中国、美国、土耳其等少数国家，目
前世界上已探明储量约为 8000 万吨。 其
中，西班牙探明储量为 3800 万吨，中国探
明储量为 2600 万吨，二者合计约占全球储
量的 80%。

我国海泡石资源主要分布在湖南、河
南、河北、江西等省，其中大部分分布在我
省境内， 其中湘潭杨家桥———石潭地区是
全国最大的海泡石矿集区，矿带长达 16 公
里，湘潭堪称“中国海泡石之都”。

如果说在陕西随便挖一锄头， 刨出的
是千年的人文风景；那么，在湘潭随便打一
矿井，掘出的是亿年的自然珍藏。

天赐的家底，更需要用心经营。
毫无疑问， 要推动海泡石产业向规模

化、集聚化、高端化发展，体制创新和技术
创新是唯一的动力。

1 月 21 日至 22 日上午， 第一届中国
海泡石新材料产业研讨会在湘潭鑫田国际
大酒店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知名
专家、学者和行业相关人员齐聚伟人故里，
共同探讨中国海泡石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
动态，为海泡石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湘潭海泡石产业要走一条科技含量
高、产业集中度高，着重于海泡石产品深加
工和应用， 产品结构向高端发展、 品种丰
富、附加值高的发展道路。要将资源有序开
发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实现可持续
发展，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的产业发展道路。 ”研讨会
上，有专家建议。

北有硅藻泥，南有海泡石。 作为家装
涂料， 硅藻泥一直以家装必需品的身份，
出现在很多业主的装修清单里。 而近些
年，海泡石亦以后起之势，迅速在装修市
场占领一席之地，作为湘潭非金属矿优势
矿种，海泡石的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余永富谈道，海泡石
是较为理想的环保型绿色矿物原料，在气
体吸附性、悬浮性、催化性等方面均优于
凹凸棒石、活性炭、膨润土、硅藻石等其他
非金属矿。 有研究表明，海泡石对甲醛的
去除率达 95%以上。

专家介绍，河南、河北等地所产的海
泡石属于热液型， 其特点是晶体比较大，
提纯方式相对简单。 这类海泡石产量较
低，价格较高，目前多出口日本、韩国、美
国等国家，用于替代蛇纹石，在国内主要
用于保温装饰涂料等产品的生产。

当前，在上述两地从事热液型海泡石
生产的企业数量不少，但多集中于矿石初
级产品贸易环节， 主要销售海泡石粉、海
泡石绒，仅少数企业涉足下游深加工应用
领域。

而湖南等地的海泡石属于沉积型，其

纯度较低，提纯难度较高。 湖南省内矿产
区周边企业多从事海泡石粗加工生产，但
绝大多数企业未掌握海泡石的提纯工艺，
因此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同样非常低，主要
用于饲料脱霉吸附剂、电焊药皮添加剂等
领域。

但在欧洲市场，有较大比重的海泡石
产品在宠物垫圈市场销售，以及广泛用作
地面吸附剂来吸附化学物质或油类。 此
外， 粒状的海泡石还用做杀虫剂的载体、
洗涤剂的脱色剂和香烟过滤嘴中的烟气
过滤剂。 它还被应用在动物饲料中，有助
于除去含尘的颗粒， 从而提高饲料的质
量。

“可以说，产业处于初期化阶段、技术
标准缺失、应用技术尚不成熟、市场知名
度低、开发环境不够完善，是湘潭海泡石
发展的现状。 ”一份关于湘潭海泡石产业
发展现状的研究报告中提到。

近年来，湘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海泡石产业的发展，《湘潭市矿产资源总
体规划(2008—2015 年)》将海泡石列为重
点勘查矿种。 确定湘潭海泡石产业发展模
式为以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作为开发、

利用和保护海泡石资源的主体， 吸引、整
合各方资源，带动湘潭海泡石产业集群发
展，经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形成产业结构
合理、集中度高、经济效益好的海泡石产
业，成为对湘潭经济发展具有强大促进作
用和重要贡献的支柱产业。

“海泡石是湘潭最具特色和优势的矿
产资源之一。 然而，现在海泡石的知名度
还很低。 ”湘潭源远海泡石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谭建杰向我们坦言。 他表
示， 作为全国最大的海泡石矿产分布地，

湘潭市应向全国、 全世界大力推广海泡
石，把海泡石打造成为湘潭的城市名片。

“长株潭大市场为产品市场开发提供
了便利，地域内科研水平高也能助推海泡
石相关产品的研发。 海泡石可以和新材
料、环保产业协同发展。 ”专业人士说，功
能涂层材料和环保用吸附材料将是我国
非金属矿工业的重点发展产品，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同步加速将给海泡石产业带来
机遇。 这说明，国家政策层面将有利于海
泡石产业的发展。

中国海泡石之都，期许 5 年后实至名归

湘潭海泡石，震撼登场正当时

伟人故里湘潭，
得天独厚多瑰宝

厂区图片 （本版图片均由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海泡石精加工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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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泡石晶体结构示意图

海泡石单位晶胞在（001）面的投影

湘潭：
中国海泡石之都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