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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既是破解资源瓶颈的现实之需， 更是保护环
境、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长久之计。

将工业废料“吃干榨尽”，把金
银等贵金属“请出来”，钖涛环保十
年专注工业垃圾处理，成为国内含
砷固废资源综合利用龙头企业，并
由此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三统一发展之路，赢
得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没有绝对的垃圾 ，只有放
错地方的资源”。 资源循环再利
用是循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是
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模式，因
而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
朝阳产业 。有资料显示 ，近十年
来，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每年
以大约15%的速度增长， 产值已
经达到2万亿，解决约3000万人的
就业问题。

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绝非
有我无你的对立。环境治理作为
一种倒逼机制，逼着我们淘汰了
很多落后产业，同时必然催生新
的产业 。 钖涛环保专注固废利
用， 企业自身赢得了经济效益，
客观上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

设美丽湖南作出了贡献。
进入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按下 “快进

键”，“美丽”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达
到的目标。钖涛环保的成功，为我们探索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共生共荣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荨荨（紧接1版）含砷固废最为普遍，也最难处
置。在矿产资源开发和冶炼活动密集的地区，
大量砷直接或间接地进入水源和土壤， 污染
问题尤其突出。

2007年，钖涛环保成立。在拥有成熟的
制酸技术的前提下， 公司加强自主攻关，“含
砷硫铁废渣高温弱氧磁化焙烧法高效分离与
综合利用新技术”研发成功并申报专利，实现
了含砷矿山尾砂、 冶炼含砷废渣处置的重大
突破，砷、硫、铁一步回收。从这年起，郴州的
含砷固废开始进入钖涛环保的大熔炉。

“虽然取得了技术突破，当时由于砷等产
品的价格不高， 公司只取得了环保和社会效
益。”周德华介绍，单单依靠三氧化二砷、硫酸
和铁粉，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2011年，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
力度的加大， 钖涛环保开始介入临武三十六
湾、衡阳水口山、株洲清水塘、娄底锡矿山等
重点区域的含砷固废物处置，市场逐渐打开。

抓住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 实施提质增
效成为钖涛环保的必然之路。 公司将含砷固
废处置初步得到的三氧化二砷， 进一步制成
单质砷和砷合金； 硫酸升级为发烟酸和试剂
酸；铁精粉增效成铁精粉和金银铁粉，价值实
现提升，产业链得到延伸。砷产品出口到美国
等发达国家。

“更重要的是，钖涛环保帮助企业告别了
污染之痛。”周德华说，含砷固废得到有效处
理、循环利用，公司也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双赢。

转型升级，
砷终极化处理领跑全球

“没有绝对的垃圾， 只有放错地方的资
源。把工业废料变为宝贝，走资源化路径是公
司的终极目标。”周德华介绍，含砷固废往往
伴有多种稀贵金属，过去，脱砷脱硫后的渣料
被贱卖到其它厂家进行回收；2015年公司全
面转型升级， 启动硫酸焙烧渣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建设。

在冶炼车间，记者看到，公司首创的硫酸
焙烧渣资源综合利用装置正在有序运转。脱
砷脱硫后的废渣起死回生， 从提纯为汤圆状
的“小球”，再经氯化挥发后浸出金锭、银锭、
铁精粉球团。 这种氯化提金法是公司应对市
场变化的又一重大技术革新， 解决了砷包金
这一国际冶炼难题。

“100吨废渣进锅炉，大约可以产出1公
斤金锭，回收率甚至高于冶炼类企业。”周德
华说，在小幅增加加工成本的情况下，这套装
置直接产出金银，让利润成倍增长。

工业废料彻底“吃干榨尽”，金、银等贵金

属被“吃出来”，钖涛环保的技术工艺真正实
现了含砷固废“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
置。整个生产过程无废渣产生，废水完全循环
利用，废气达标排放。钖涛环保成为砷终极化
处理的全球领跑者。

目前，公司拥有10万吨/年的含砷固废脱
砷脱硫装置2套，10.5万吨/年硫酸焙烧渣资
源综合利用装置和1.2万吨/年的砷制品精加
工装置各1套，均属全国首创。含砷固废综合
处置规模全国最大， 砷、 铼产量均居全国第
一，全球市场占有率30%以上，成为这一领域
治理的环保“大佬”。

技术推广，一心一意做服务
近日， 娄底市锡矿山治理再度传来好消

息， 钖涛环保研发的砷碱渣处理新技术通过
专家评审后，进入紧锣密鼓的中试阶段，正式
投产后将全面推动锡矿山地区环境治理跃上
新台阶。

相比砷碱渣处理普通工艺， 钖涛环保的
创新工艺稳定可靠、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将
有效攻克砷碱渣砷碱、 砷锑分离这一世界性
环保难题。

10年来致力于含砷固废处置核心业务，
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 是钖涛环保锡矿山项
目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
原因。

周德华说，钖涛的目标，就是为矿山、冶
炼企业做好服务。

“不仅给企业解毒治病，还要帮企业做好
预防。”周德华表示，公司将进一步发挥技术
优势，加大固废处置工艺和设备的输出力度，
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清洁生产能力，
最终实现绿色生产。

此外， 钖涛环保将集中力量助推锡矿山
砷碱渣治理国家研发中心的建设，打造全国
一流的含砷固废处置工业园区，为重金属污染
治理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相关链接

湖南环保产业迅速崛起
2008年 ，我省环保企业760家 ，生产总

值407亿元。2015年，生产总值达1600亿元，
企业超过 1000家 。2016年 ， 生产总值达
1947亿元，营业收入10亿元左右的环保企业
有3家。 环保产业年生产总值在全省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中位居第三， 仅次于先进装备
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根据《湖南省“十三五”
环境保护规划》， 我省将推动环保产业大发
展，壮大龙头企业，促进全省环保产业产值年
均增长20%以上。

“变废为宝”冠全球

■点评

变废为宝，前途广阔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2543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14
812
7608

8
13
177

261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345
92791

321
225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8日 第201714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958482 元
01 2703 04 11 17 22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 月 8日

第 201733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25 1040 546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00 173 2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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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永顺
老司城遗址发现大型排水设施。今天，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透露， 这一重大发现，或
许能揭开老司城城墙800年不倒之谜。

2015年7月4日， 永顺老司城遗址成功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实现了湖南世界文化遗
产“零的突破”。今年10月31日，经过国家文
物局批准， 老司城遗址启动新一轮考古发
掘。

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项目负
责人张涛介绍，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区域在老
司城的土司生活区， 这个区域地形陡峭，是
老司城最险要的地方。 在此地建筑堡垒，显
然有战略上的考量。只不过，经过历史的巨
变和岁月的磨洗， 昔日盛景已不复存在。在
考古现场，只能看到一片废墟。

经过1个多月的考古发掘， 考古队在土
司生活区北部发掘出一段城墙。北部城墙长
约44米， 宽约3.8米至5.6米， 残高2.8米，由
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内墙比外墙建设得略
早一些。内、外墙之间较宽的空间形成一条
大型的排水沟，沟底用土坯砖堆填，并用沙
质黄土夯实。

在多处陡峭地段，排水沟被设计成了阶
梯状。坡度越大，阶梯的间距越短。坡度小、
地形平缓的地方，阶梯的间距相对较长。

在排水沟内部接近出水口的位置，有很
多圆形或方形的大型石块。张涛分析，当山
洪暴发时，巨大的水流通过北部城墙中的排

水沟倾泻，到排水沟尾部被大石阻挡，向四
周形成散流。如此反复多次，水势逐步得到
减缓，从而减轻了洪水对城墙、城门以及城
门入水口的冲击。

“老司城建造在坡度很大的山上，虽利
于防御外敌攻击， 但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这就是山洪的威胁。一旦山洪暴发，将对山
坡上的土司宫殿和街巷造成严重破坏。”张
涛介绍，大型排水沟和其尾部减缓水流冲击
的大型石头的设计， 有效地保护了城墙。这
或许就是老司城城墙能长期经受山洪考验、
屹立不倒的秘密所在。

2017年12月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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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老司城遗址发现大型排水设施
或许揭开城墙800年不倒之谜

� � � �上图：老司城遗址北城墙发掘现场航拍图。
（资料图片）

右图：老司城遗址的排水沟。（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12月7日，记者从湘阴县城出发，过湘江
大桥，沿省道S308线西行3公里，直插依湖
而居、水天一色的鹤龙湖镇新河村。

湖光潋滟，鹭鸟飞翔，游人如织，一支乡
村生态旅游“交响曲” 在江湖之间奏响。长
沙、岳阳、益阳等地游客慕名来这里游湖、品
蟹、赏景，好不惬意！

“快看，水雉！”一对水雉在湖中残荷上
嬉戏， 引来游客尖叫。 水雉，“水中大熊猫”
也。“鹤龙湖还有白鹭、苍鹭、青脚鹬等50多
种鸟类生活，冬季候鸟迁徙高峰期达30多万
只，成为湖区一道独特的风景。”新河村党总
支第一书记汤建国指着鹤龙湖荷花公园说，
800米长的水上走廊直达湖心， 集垂钓、划

船、赏荷、采莲、观鸟于一体。这里是摄影家、
书画家、作家的创作圣地，歌唱家王丽达在
这里拍摄了《湘妹子》MTV。

绿色，是一张不能拒绝的请柬。今年国
庆节假期，新河村接待游客3.5万人次，带来
旅游综合收入1255万元，同比增长18.6%。

“政府带动村里养螃蟹，发展乡村生态
旅游，让老百姓富起来了！”村民张立云沿湖
开一家餐馆，做螃蟹、湖藕、菱角、鱼等自产
特色食品。他当厨师，儿子打下手，妻子跑
堂，女儿女婿帮忙。一家人天天忙得不亦乐
乎，年收入过40万元，家中盖了新房，买了小
车。在新河村，像张立云全家上阵开餐馆的，
还有20多家。一位年轻女游客感慨：“人间天
堂鹤龙湖，嫁人要嫁新河村！”

满眼金色，遍地生宝。新河村渔场水产

养殖户廖华， 去年到湖南农业大学进修后，
将所承包100亩鱼塘四周路基翻耕， 采用瓦
筒软化技术栽培韭黄，病虫少，抗腐烂，富含
胡萝卜素、维生素C，是蔬菜中的珍品。韭黄
10到15天收割一次，批发价每公斤20元。他
通过微信订单销往北京、上海等地，供不应
求。“废弃的菜叶还可以喂鱼，一年来增收15
万元。” 廖华骄傲地说，“渔场的伙伴们见我
的鱼塘成了‘聚宝盆’，都动了起来。如今，千
亩渔场成了一个美丽的蔬菜园。”

“农民靠土地吃饭，但土地也要休息！”
新河村党总支书记熊立辉告诉记者，新河村
有耕地7800亩，村民将低洼田改造，实行“轮
养稻田”计划：种一季水稻，养一季螃蟹、龙
虾、甲鱼、泥鳅、鳝鱼等特种水产品，改善土
壤结构，为土地增肥。稻田禁止打农药，人工
除草积绿肥， 生产的大米卖到每公斤40元。
鹤龙湖镇党委书记秦献鹏表示，他们将按照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
要求，通过新河村的引领作用 ,以水稻种植
与水产养殖为龙头，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旅游
和餐饮业，将鹤龙湖景区打造为湖南湖鲜美
食的“第一蟹都”。

这两年，新河村还通过政府支持和村民
自筹，村道拓宽、美化绿化全覆盖，太阳能、
液化气等清洁能源普及率达100%， 全村投
放垃圾箱800多个，家家户户建有化粪池。还
新建了村级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农家
书屋。新河村先后被评为“湘阴县创卫先进
村”“岳阳市生态文明村”， 今年10月被湘阴
县评为“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
享太平……”傍晚，新河村健身广场上的大
妈们翩翩起舞，其乐融融……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湘阴县新河村———

奏响生态旅游“交响曲”

� � � �湘阴县鹤龙湖。（资料图片） 湘阴摄影家协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