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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的银制品
吗？位于永兴县的联合国银公司投资建设的
3D 打印技术和线上平台正在将这变为现
实。

正如永兴县委书记袁卫祥所说：“这一
技术的应用，既可以实现银制品的个性化定
制，又鲜明的反映出永兴金银产业由卖原材
料向精深加工的华丽转身。 ”

如果你想亲眼目睹 3D 打印银制品的
全过程， 今年 5 月 19 日第四届矿博会在郴
州开幕时，中国银都永兴展馆将向您完美呈
现。同时，在动感科技中，可让人切身感受永
兴金银产业的 300 多年历史，感受“中国银
都”魅力。

科学谋划，坚定信心战“寒冬”

位于我省东南部、 郴州市北部的永兴，
被誉为没有银矿的“中国银都”。

走进永兴银楼，就像触摸一部永兴金银
产业发展冶炼史。

300 多年前，不甘贫穷的永兴人下南洋
谋生，逐渐掌握了从金号的楼板、洗手水中
提炼金银的技术。

后来，当地工人还学会了从有色金属冶
炼后的坩埚、阴沟泥等废料、废渣、废液中提
炼再生金银，并发展为永兴的特色产业。

改革开放后，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努
力下，永兴每年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有
色金属冶炼危废物和“城市矿产”近百万吨，
可综合回收金、银等 24 种稀贵金属。稀贵金
属产业逐渐成为永兴的主导产业，其白银产
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强，铋、碲产量在全国占
据主导地位。

然而，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稀贵金属
行业市场低迷，白银价格跌至低谷。 一时银
行信贷资金收紧，民间融资成本增加，企业
运转举步维艰。

危机来袭，尚以初级产品为主，处于价
值链低端的永兴稀贵金属产业遭遇“严冬”，
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紧急关头，
是因循守旧、各自为战，还是求变创新、抱团
发展……何去何从？

“只要有信心，没有跨不过的坎！ ”永兴
县委书记袁卫祥说，按照“兴产业、强实体、
提品质、增实效”的要求，他们科学谋划，通
过兼并重组、靠大联强、推动上市、科技创新
等途径， 促使县内稀贵金属企业走向规模
化、现代化、高效化、品牌化的转型升级之
路。

永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卫东也经常深
入企业调研，为他们鼓劲：稀贵金属转型发
展， 符合绿色发展方向和国家产业调整政
策，发展助力多、空间大，“爬坡上坎”之后，
这个传统产业一定会变成强势产业。

永兴稀贵金属转型之战，谋定而后动。

全面推进，从容踏上转型路

建园区筑平台， 关停并转靠大联强，科
技创新提质升级……近年来，永兴全面推进
稀贵金属产业转型发展。

按照“适度超前、功能完备、生态环保”
原则，该县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公
司融资、社会投入等 40 多亿元，加快“两区
四园”基础设施建设。

该县经开区党委书记周雄介绍，县里建
设了 5 平方公里的高新技术产业园，以高纯
银、高纯铋等精深加工及金属检测为主。 还
建设了太和工业园、柏林工业园，对有色金
属进行再回收。

同时，永兴严格落实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要求，采取关停并转的方式，将 129
家散、小企业整合为 30 家规模化、集团化的
企业，效益显著提高。

由亚通、长鑫、长宏等 3 家公司整合成
的众德集团，实现铅、铋、碲等工艺技术优势
互补后，在业界迅速脱颖而出，预计碲年产
量达 150 吨，可占全国产量的 30%。

兴光公司、 永鑫环保等县内优势企业，
在与中信集团、中再生公司等央企名企进行
战略合作后，向精深加工迈进，产业体量更
大、回收体系更健全。

永兴县委、县政府当好“红娘”，推动稀
贵金属骨干企业与中南大学、国防科大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联姻”，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提升。

产学研深度合作，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
现。 永兴先后成功开发生产了 925 白银、铋
合金、钯材等 30 余种深加工产品，获国家专
利 28 项，“银的高效绿色制备及其高附加值
产品开发”被列入国家科技部“863”计划项
目。

从容踏上转型路，永兴稀贵金属量与质
显著飞跃，形成了年产值过百亿元的产业集
群。 其中永兴招金白银产量跻身全国前十
强，雄风、荣鹏等 12 家企业迈进我省有色行
业 50 强。

步入“春天”，百年银都焕熠彩

有一组数据，让我们为之醒目。
去年，永兴生产白银 2000 多吨、黄金 7

吨、铋 5500 吨、碲 300 吨、其他有色金属等
17 万吨，实现产值 263 亿元、税收 4 亿元。

今年一季度，该县金银产业规模以上企
业实现增加值 32.4 亿元， 同比增长 6.7%，
占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 79.1%。

事实胜于雄辩，通过转型，永兴稀贵金
属产业逐步走出困境， 迎来又一个发展春
天。

不仅如此，永兴在稀贵金属产业转型中
探索出了一个集中治污的新模式。该县投入
巨资建设了高标准的园区闭环式公共环保
系统、永鑫废渣微晶板材生产中心、元泰高
浓度金属废水集中处理中心， 实现园区废
气、废水、废渣统一处理、达标排放。

永兴县环保局局长何雄军说，该县稀贵

金属产业每年可为国家减少 2000 多万吨
高品位原矿开采量，同比从原矿中提取等量
金属，可减少废渣排放 1000 万吨以上。 不
仅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战略资源，也为环境
保护和节能减排作出了重大贡献。

治污新模式，让永兴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清。走进该县工业园，好似一个大游园，看
不到以往“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发展
模式，经过“乌鸡变凤凰”的涅槃之后，永兴
稀贵金属产业就像一座充分挖掘的“富矿”。

同时，一块块颇具分量的“金字招牌”随
之而来，永兴先后被评为国家循环经济标准
化示范县、国家稀贵金属再生利用产业化基
地、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全国危险固
体废物集中处置基地、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和湖南首批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等，连续

两年荣登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
榜。

让人惊喜的还有，永兴县依托“中国银
都”品牌，引进湖南省联合国银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聘请国内工艺设计大师和清华大
学美术设计院为其提供产品创意和技术支
持，在全国首创应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银制
品。

目前，该公司生产的“湘水”牌银器器皿
和银饰品成功进入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
馆等重要场所，“永兴银器”正在申报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

“转型发展不停步！”永兴县今年还将培
育年产值过 10 亿元的企业 5 家， 纳税过亿
元的企业 3 家，力争惠友、星城 2 家企业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

许威 侯小芳
“近几年，为应对稀贵金属价格下行和资

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双重压力， 我们以园
区为平台， 大力培育壮大稀贵金属产业市场
主体，在凤凰涅槃中实现浴火重生。”近日，永
兴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卫东就稀贵金属产业
转型升级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一季度，
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9.9 亿元，公共财政
收入 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0%、7.3%。

永兴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利用产业至今已
有 300 余年历史，每年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
各类有色金属冶炼危废物和城市矿产近 100
万吨，可综合回收金、银、钯、铋、铟、锑、钌、碲
等 24 种稀贵金属元素，是国家鼓励发展的循
环经济、环保产业。

王卫东介绍，近几年稀贵金属行情低迷，
白银价格始终在 300 万元 / 吨左右徘徊，给
整个产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为扭转局面，县
委、县政府把挑战当机遇，强力推进“两区四
园”平台建设，致力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稀贵金属战略资源储备保障基地、 国家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和稀贵金属新材料产业化

基地。
同时，该县强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整合

入园，采取“关、停、并、转”方式，将全县 129
家稀贵金属企业整合成 30 家规模化、集团化
的现代企业，目前已有 27 家整合主体企业入
园。雄风、荣鹏、贵研等 7 家企业年产值过 10
亿元，众德集团年产值过 20 亿元。

“要增强稀贵金属产业的抗风险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必须打造一批综合实力强的市
场主体。”王卫东说，他们引资引智引技，通过
政府牵线搭桥， 推动县内一批优势企业与央
企名企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做大
做强。

为推动科技创新，永兴出台《关于加快科
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走

“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精深加工”之路，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 目前，20 余家稀贵金属骨
干企业与中南大学、 国防科大等高校和科研
院所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成功开
发生产 925 白银、硝酸银、银触头、银浆、银
粉、铋合金、钯材等 30 余种深加工产品，12
项科技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荣鹏、鑫裕与中

南大学联合研发的“复杂二次资源中稀贵多
金属分离回收关键技术及应用” 成果， 荣获
2015 年度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

在破解企业技术“瓶颈”的同时，该县还
为企业上市积极奔走。王卫东说，他们抢抓国
家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机遇， 实施企业上市

“3+5”计划，即鑫裕、晶讯、众德等 3 家主板
上市后备企业，星城、惠友、荣鹏等 5 家新三
板上市后备企业。 现在， 鑫裕与深圳大申集
团、四川远大集团合作，推进重组上市，正进
行股改；星城、惠友已完成上市尽职调查，力
争年内在新三板挂牌。

资金、技术的不断注入，不仅增强了稀贵
金属主体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也进一步增强
了产业发展活力。目前，全县高新技术企业达
13 家，拥有湖南省著名商标 15 个，中国驰名
商标 2 个，5 个产品评为湖南省名牌产品，3
家企业的白银产品荣获“2015 年全国用户最
喜爱 20 家白银品牌”，“永兴银器” 申报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12 家企业跻身湖南省有
色行业 50 强。

没有金山银矿，永兴县却成为了享誉全
国的“中国银都”。 去年，该县生产白银 2000
多吨、黄金 7 吨、铋 5500 吨、碲 300 吨、其
他有色金属 17 万吨左右，实现税收 4 亿元。
白银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强，铋、碲产量几
乎占全球的一半，铂、钯、铟等金属产量均居
全国前列。 永兴县委书记袁卫祥表示，该县
的目标是以园区为平台， 打造产业集群，实
现产值 1000 亿元，税收 55 亿元，解决就业
3 万人。

“永兴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利用产业，是
以有色金属工业‘三废’原料综合利用、高效
利用、循环利用为主要特征的‘零资源’循环
经济，符合绿色发展方向，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县委书记袁卫祥介绍，近几年，该县提
出“两区四园”构想，其中，县循环经济工业
园为精深加工区和服务平台区，总控规面积
6 平方公里，主要从事高纯银、高纯铋、银基
触点材料等稀贵金属精深加工等。 太和工业
园、柏林工业园为初级综合回收区，主要从
事金、银、铋、钯等稀贵有色金属再生回收，
实现园区的错位发展、耦合发展。

为推动企业入园发展， 该县树立园区、
城区、景区“三区合一”理念，推进产城融合、
产城联动、产城一体，加快稀贵金属资源再
生利用产业功能集群配套、 项目集群进园、
产业集群发展步伐，打造千亿产业集群。 近
3 年来，永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
资过 40 亿元。仅去年，“两区四园”完成基础
设施投资 12.8 亿元。

同时，该县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入
园，采取“关、停、并、转”方式，将全县 129 家
稀贵金属企业整合成 30 家规模化、 集团化
的现代企业。“园区企业亚通、长鑫、长宏三
家公司整合为众德集团后，实现了铅、铋、碲
等工艺技术的优势互补，铅产能从原来 3 家
不足 1 万吨提升到 5 万吨；铋产能由原来 3
家不到 300 吨提升到 1200 吨，占全国产量
的 10%；碲产量达到 385 吨，占全国产量的
60%。 ”永兴县经济开发区负责人周雄介绍，
通过几年努力， 该县形成了一批产值过 30
亿元、50 亿元的规模再生企业。 去年，全县
有 12 家企业跻身湖南省有色行业 50 强。随
着园区企业转型升级，永兴县围绕稀贵金属
产业打造的千亿园区正向前挺进。

（侯小芳）

颜石敦 许威 侯小芳 曾翔

打造强大的稀贵金属产业市场主体
———访永兴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卫东

永兴推进“千亿园区”建设

“湘水”牌纯银茶具

威龙吐珠

五龙献福葫芦

银都寿鼎

众德集团

工业园全景

———永兴县稀贵金属产业转型升级纪实

魅力银都

银工艺品生产中

永兴全景航拍

（本版图片由永兴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