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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让砂石在工业区内点化成金
——甘肃天水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见闻
阴 本报记者 王琼杰
为 我 国建 材 产 业 走 绿 色 化 道 路 进行不断探
索遥冶
噪音和粉尘是困扰砂石骨料行业绿色发展
的两大 野顽症冶遥 该公司自左向右袁 对砂石尧 调
配中心和搅拌站实行了全部封闭设计和噪音治
理袁 原石自左边进入袁 等从右边出来时已经成
为了装进商砼车里的混凝土了遥 走进封闭的砂
石破碎车间袁 中国矿业报记者看到袁 一块块在
矿山简单破碎后的细碎矿石袁 在皮带运输机上
欢快地 野流淌冶袁 经过一系列流程袁 或变成了骨
料袁 或成为了砂石袁 最后调配搅拌后成为了高
性能的混凝土遥
野长期超负荷开采河砂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破坏袁 而我们公司建成的年产 200 万吨精品机
制砂石生产线采用全封闭式厂房设计尧 工业化
生产袁 产品根据市场需求可调可控袁 节能环保袁
自动化程度高袁 达到了国家环保要求遥冶 缑海荣
随手抓起一把略带潮湿的砂石笑着说袁 野该项
目的建成投产袁 不仅对限制河道采砂袁 保护生
态环境袁 改善城区卫生状况及推动天水经济社
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袁 同时也有助于规范砂石
的开采加工行为袁 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袁 促
进绿色矿山和和谐矿区建设遥冶
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一角

7 月 21 日袁 位于甘肃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社棠工业园区的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迎来
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冥冥甘肃省环保观摩团遥
这个由甘肃省环保厅厅长以及各地州市主
管市长尧 环保局长组成的观摩团参观了该公司
的年产 200 万吨机制砂生产线尧 年产 80 万立方
高性能混凝土与年产 60 万吨预伴砂浆一体化生
产线袁 听取了该公司在生产绿色化尧 环保全员
化的做法后袁 纷纷称赞院 野华建工程新材料有
限公司目前在机制砂领域取得的成果袁 将极大
推动甘肃省砂石骨料工业的转型升级袁 对于保
护母亲河渭河尧 保护水源地袁 将天水市打造成
生态文明旅游城市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遥冶
工业园区对环保要求十分苛刻袁 而砂石骨
料企业因粉尘和噪音等原因袁 自然成为环保部
门重点盯防的行业遥 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
缘何能在开发区内 野安营扎寨冶尧 欢快地正常生
产并成为全省环保工作的典型钥 中国砂石协会
会长胡幼奕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玄机院 野这可是
全国惟一一家建在国家级开发区内的砂石骨料
企业袁 也是我们协会树立的绿色砂石骨料示范
企业遥冶

以绿色打造行业标杆
从矿山运来的粗石在封闭的车间经过破碎尧
筛分制成不同级别的骨料和砂石袁 然后通过配
送中心及密闭的皮带走廊直接输送到搅拌站袁
再由一辆辆商砼车运送到各个建设工地遥 如若

不是中国矿业报记者亲眼所见袁 很难想象在一
个国家级的工业园区内竟然还有华建工程新材
料有限公司这样一个集砂石骨料加工与混凝土
搅拌为一体的企业遥
中国矿业报记者一行日前走进华建工程新
材料有限公司袁 厂区里喷泉欢唱袁 鸟语花香遥
野聚沙成塔难上难袁 点石成金看华建冶 几个大
字袁 诠释着华建人不屈不挠尧 绿色发展的精神
风貌遥
野耶聚沙成塔袁 点石成金爷 是我们公司的企
业精神袁 是激励华建人干事创业尧 绿色发展的
精神动力遥冶 该公司董事长缑海荣说遥
作为集矿山开采尧 机制砂石加工尧 高性能
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四位一体的绿色建材企业袁
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自 2010 年成立之初袁
就奉行 野高起点规划尧 高标准建设尧 高效率运
行冶 的宗旨袁 以 野创建绿色矿山袁 打造行业标
杆冶 为目标袁 本着 野环境友好型尧 资源节约型冶
的发展思路袁 按照国家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规
划建设遥
野我们在技术改造尧 提高矿产资源保护和综
合利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遥 在创建标准化绿色
矿山方面袁 围绕八大考评指标体系进行创建袁
实现了合法开采尧 高效利用尧 科学开采尧 清洁
生产尧 规范管理尧 安全生产尧 内外和谐尧 生态
重建遥冶 该公司副总经理缑建荣如数家珍地说袁
野当前袁 砂石骨料产业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时期袁
规模化尧 工业化尧 绿色化尧 智能化是我们的发
展模式遥 我们始终以 耶建设国家家绿色矿山袁
打造一流机制砂石企业爷 为宗旨袁 站在时代的
高度去思考自然环境与工业制造的和谐统一袁

以综合利用促环境保护
加强矿产资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袁 把有限
的资源实现无限的利用袁 才能减少矿石的开采
总量袁 从源头上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遥 该公司
深谙此理遥
事实上袁 对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而言袁
因矿石性质和赋存条件的特殊袁 制造机制砂和
提高资源利用率均是难上加难遥 据了解袁 该公
司的矿山原矿为中酸性火山岩袁 裂隙比较发育袁
夹杂的土多袁 尤其是里面夹杂的具有膨胀左右
的蒙脱土袁 更是难以脱净和利用遥
野我们为了保证砂石质量袁 实现资源的吃干
榨净袁 专门量身定做了特殊工艺袁 从原矿开始
就筛选袁 粗磨后再筛选袁 直至把所有杂土全部
脱完后再制造机制砂遥 然后再把废水尧 废石和
废土统一进行回收利用遥冶 缑海荣介绍说遥
中国矿业报记者在采矿现场看到袁 该公司
筛选出的废土集中堆放袁 用于下步的土地复垦尧
栽树种草遥 而开采的石头则全部利用袁 几乎没
有残渣遥
在高高的搅拌站旁袁 中国矿业报记者看到
一个搅拌车罐在用水不断冲洗袁 泛着白沫的砂
浆混合体在水的作用下流出并汇集在一个池子
里遥
野这是我们在对搅拌车内残留的砂浆进行综
合回收袁 因为搅拌车内的砂浆倒不干净袁 一些
搅拌车就随处乱倒袁 造成环境污染遥冶 缑海荣粗
略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院 野每辆搅拌车内残留
的砂浆一般在 1%耀1.5%之间袁 我们每天的砂浆
量在 3000 立方米左右袁 即便按每辆搅拌车残留

量为 1%计 算袁 每 天 可 回 收 砂 浆 30 立 方 米 左
右袁 不仅可增加效益 3000 元袁 还节约了大量
资源遥冶
据了解袁 对搅拌站的所有废水尧 废料袁 他
们也都进行了全部回收利用遥 野高性能混凝土
的废料就是水泥浆袁 我们经过闭路循环尧 再次
利用袁 实现了零排放遥冶 这也许正是该公司可以
扎根工业园内的主要原因浴

以一体化打造全绿企业
从采矿到机制砂袁 再到高性能混凝土和砂
浆袁 该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砂石-混凝土一体
化企业遥
谈到为什么要走一体化之路时袁 颇有战略
眼光的缑海荣给中国矿业报记者算了一笔
账院 野砂石骨料过去因为产业集中度低袁 产业
链条短袁 利润空间很小遥 据测算袁 机制砂和骨
料每立方米降低或增加 1 元袁 混凝土就要随之
降低或增加 2 元遥 目前天水的机制砂石每立方
米比天然砂石价格低 45 元袁 用机制砂石制作的
混凝土价格每立方米就会低 90 元遥 同时袁 机制
砂石的粒型又比天然砂石好配遥 我们走一体化
之路袁 拉长了产业链条袁 增加了经济效益袁 也
为建设绿色矿山尧 发展绿色建材产业链夯实了
经济基础遥冶

中国砂石协会会长胡幼奕 (右四) 带领相关企业负责人及协会秘书处到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
公司调研袁 与该公司董事长缑海荣 (右五) 交流绿色发展经验遥

这里的矿山为何鸟语花香
——海南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纪实
阴 特约记者 尹建军 通讯员 梁林召
野走进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县石碌铁
矿矿区袁 没有漫天的浮尘袁 没有废弃的堆场袁
有的 是蓝 天白云 尧 满目青 山袁 有的 是瓜 果 飘
香遥冶 带队参加海南省绿色矿山培训及考察会的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彭建表示院 野这次观
摩对我们下一步开展绿色矿山建设有借鉴尧 指
引作用袁 我们有信心做好绿色矿山工作遥冶
野绿色矿山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袁 必须要坚
持恪守生态红线和环境底线袁 推动矿业活动绿
色转型升级遥冶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张信
芳表示袁 野要大幅提高矿业活动准入门槛袁 取
缔粗放型尧 破坏生态环境的矿业活动袁 到 2020
年袁 海南省要力争实现所有矿山都达到绿色矿
山建设目标要求袁 并推动创建昌江石碌铁矿绿
色矿业发展示范区遥冶

变废为宝院 让资源可持续利用
资源有限袁 创造无限遥 在实施接替资源勘
查项目袁 拓展深部矿产资源袁 引进先进技术袁
将资源回收再利用发挥到极致的过程中袁 昌江
石碌铁矿完成了一次蜕变遥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袁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做到了经营与环境保护统一规划袁 一边组织
生产袁 一边进行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复垦绿化遥
如今袁 昌江石碌铁矿产值利润率尧 铁矿石回采
率等多项指标均达到了全国同行业的先进水平袁
先后荣获了 野全国冶金矿山优秀厂矿冶尧 野矿产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示
范矿山冶尧 野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优秀
矿山企业冶尧 野海南省工业经济发展十大功勋企
业冶 等称号遥 2012 年 3 月袁 昌江县石碌铁矿被
评为 野第二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冶遥
石碌铁矿是典型的赤铁矿石袁 尾矿尧 贫矿
为微细粒嵌布难磨难选的氧化铁矿石袁 加上选

矿技术制约袁 长期以来未能被直接利用袁 品位
较低的矿石一般都随废水废渣排掉遥 2013 年 8
月袁 该公司总投资 5 亿多元的 200 万吨贫矿选
矿厂投产袁 采用国内一流的选矿技术工艺遥 与
传统的选矿方式相比袁 新工艺通过离心尧 重选尧
磁选等方式对矿石进行选别袁 不仅有效降低了
生产成本袁 且具有选矿效能高尧 节水环保等特
点遥
据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兰舟介
绍袁 该公司的 野三率指标冶 达到了国内同类矿
山先进水平袁 通过对采矿生产工艺尧 选矿生产
工艺进行一系列改进和革新袁 并不断强化现场
管理袁 实际开采回收率 97.65%耀98.07%曰 实际
采 矿 贫 化 率 2.98%曰 主 矿 种 实 际 选 矿 回 收 率
64.49%耀67.79%遥
兰舟表示袁 该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
施院 一是实行采场新采出贫矿零堆存袁 对采场
铁矿石资源进行综合配矿袁 坚持精细管理袁 基
本实现了新采出贫矿的零堆存袁 彻底扭转了以
往大量堆存贫矿的被动局面袁 减少了矿山新占
地面积遥 二是综合利用原堆存的贫矿资源袁 通
过改进尧 扩建和新建贫矿选矿厂袁 使原堆存的
贫矿资源得到充分回收利用袁 既释放出了大量
的土地资源袁 又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遥 三是
利用新技术回收尾矿中的金属袁 每年可处理 60
万吨尾矿袁 解决了 40 人的就业问题遥
昌江石碌铁矿不断加强土地复垦与环境恢
复治理建设袁 截至 2016 年底袁 海南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累计投资 10149.94 万元袁 矿山土地复垦
面积约 4289.11 亩袁 复垦绿化率达 53.8%袁 并建
成了一个果园遥 走进昌江石碌铁矿复垦的果园
里袁 记者看到袁 一排排绿油油的火龙果树尧 石
榴树拔地而起袁 火红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遥 谁曾
想到袁 这里以前是一片堆满各种固体垃圾的废
石坑遥 进行复垦工程实施后袁 这里种上了火龙
果尧 番石榴尧 龙眼等一批果树袁 不仅有效防止

了水土流失袁 丰收的瓜果还能作为福利分发给
矿区职工遥
在参观昌江铁矿矿山公园的过程中袁 大家
纷纷表示袁 实施绿色矿山建设后袁 矿区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袁 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遥 同时袁
矿山公园的建设将带动周边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袁
当地群众可以利用矿山公园发展农家乐等多重
旅游业态遥

理念转变院变野要我建冶为野我要建冶
野建设绿色矿山的意义及作用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矿山企业所认识袁 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
断地被调动起来袁 这些都为未来三年海南省绿
色矿山建设提供了基础遥冶 海南省地质局原副巡
视员尧 高级工程师叶能富说到遥
叶能富对海南省今后三年建设绿色矿山的
形势做了分析遥 他表示袁 在海南绿色矿山建设
中袁 一些大中型矿山企业袁 如海南石碌铁矿一
直以绿色矿山的要求贯穿于建设和生产全过程袁
可以说是海南建设绿色矿山的标杆性企业遥 一
些企业在不断研发或引进新工艺尧 新技术袁 探
索提高 野三率冶 和节能环保的新途径袁 如乐东
抱伦金矿正在与东北大学合作袁 引进先进工艺
技术袁 改造选矿流程袁 变有氰为无氰袁 这在黄
金选矿方面袁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袁 在环境保护
方面袁 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袁 体现了该企业对推
动海南绿色矿山建设的责任担当袁 值得称赞遥
同时袁 如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尧 华润水
泥 渊昌江冤 有限公司等设计使用的皮带廊运输
工艺袁 可以说是在绿色矿山建设方面画出的一
笔重彩袁 这是从设计环节就重视绿色开发的典
型事例遥
野海南现有矿山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
主要表现在尾矿或废石的占地堆置尧 植被破坏

事实上袁 该公司的一体化模式更是实现了
砂石制造到混凝土搅拌的全过程绿色化遥 该公
司的矿山到园区的运输距离 10 千米左右遥 如果
把这些原石运送到其他地方加工成机制砂后袁
再用汽车运输到搅拌站袁 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袁
还会造成二次污染遥
野我们现在正在新修一条近路袁 这条路从矿
山到园区只有 4 千米左右遥 同时袁 还准备新上
一条 1000 吨/小时的砂石骨料生产线遥 既能减
少运输成本袁 增加运输量袁 还利于运输途中的
环境保护遥冶 缑海荣介绍遥
野天水化建用心做事袁 善于探索袁 已成为机
制砂石-混凝土一体化进程最快的企业之一遥冶
对该公司这几年的绿色一体化模式袁 胡幼奕十
分赞许而又充满期待地说院 野天水华建在注重
砂石产业发展的同时袁 要加快固废处理进程袁
积极建成集矿山尧 机制砂石尧 高性能混凝土尧
PC尧 固废处理五位一体的完备产业链袁 在发展
中牢固树立 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爷 的环保
理念袁 积极打造生态工业园区袁 为中国砂石骨
料行业树立标杆遥冶
而对华建工程新材料有限公司未来的发展袁
缑海荣早已成竹在胸院 野我们的矿山要在 2018
年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袁 并在园区建设 50 万平
方米的 PC 生产线袁 加上我们的全机制砂石透
水混凝土的成功研发和投放市场袁 我们公司在
推进我国砂石骨料行业绿色发展和海绵城市建
设等方面将真正起到排头兵作用遥冶 阴

和水土流失袁 还有一些粉尘和噪音等袁 相对于
其他地区的矿山所存在的重金属污染尧 放射性
污染尧 有毒物质污染的治理袁 这些问题的治理
要容易得多遥冶 叶能富说遥 同时袁 他认为袁 海南
省绿色矿山建设还存在矿山企业建设绿色矿山
理念和意识不强尧 有关管理部门监督管理手段
较简单尧 大多数矿山没有做到或没有做好废石尧
尾矿综合利用和废水循环使用做不到零排放等
问题遥
建设绿色矿山是海南矿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袁
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尧 污染防治尧 资源循环利用尧
应用与推广低碳技术袁 把建设生态文明尧 保护
生态环境尧 节约能源资源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首要位置遥 叶能富表示院 野一切与海南生态立
省尧 绿色崛起不相协调的现象都应被清理袁 一
切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做法都将被限制或禁
止遥 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相当密切袁
矿业开发很容易引发生态环境问题袁 因此搞矿
业必须按照要求实行绿色开发袁 否则就只能被
淘汰袁 除此之外袁 别无选择遥冶
其实袁 在绿色矿山建设中更主要的收获是
思想上尧 观念上的进步遥 他们从一个几年前还
是 野小尧 陋尧 散冶袁 野安全欠保障尧 环保待改
进冶袁 技术较落后的小矿山袁 经过几年绿色矿山
建设袁 实现了安全环保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袁 实
现了绿色矿山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遥 野从初
始阶段的形势所迫尧 不得不进行绿色矿山建设袁
到目前通过绿色矿山建设使企业取得了较好经
济效益袁 实现了绿色尧 健康尧 安全尧 环保可持
续发展遥冶 海南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福生
表示遥

改革创新院让死矿尧呆矿野活冶起来
技术的革新不仅可以让死矿尧 呆矿 野活冶

起来袁 更让石碌铁矿走出了一条深加工尧 高产
出尧 低消耗尧 富矿工的绿色发展之路遥
张福生表示院 野在建设绿色矿山的过程中袁
应加强废石综合利用袁 积极开展采矿工艺研究袁
推广采用削壁充填法采矿袁 对采掘产生的废石
用于井下老空区尧 采空区的回填袁 做到废石不
出坑袁 减少废石排放袁 可以大幅提高废石利用
率曰 对前期提升至地表的废石进行综合回收利
用袁 建设了石子厂袁 对废石进行破碎袁 用于建
筑材料尧 修筑尾矿坝以及铺设矿区道路遥冶
据悉袁 在建设绿色矿山的过程中袁 海南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还对乐东抱伦金矿已闭库的一
号尾矿库进行了绿化尧 硬化曰 规划建设了职工
休闲健身场所袁 对矿区主干道进行了加宽尧 美
化尧 硬化遥 通过一系列环境提升工程袁 整个矿
区面貌焕然一新袁 听得见鸟鸣尧 望得见青山袁
实现了绿色矿山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遥
据悉袁 下一步袁 海南省还将改革矿山保证
金缴纳制度袁 加强矿山生态环境修复袁 引入矿
山生态环境第三方治理袁 探索引入 PPP 治理模
式袁 扩大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遥 到 2020 年袁 海
南省复垦工矿废弃土地达到 1900 公顷袁 历史遗
留矿山废弃地复垦面积达到 756 公顷遥
野我们要通过建立合理的矿产资源利益分配
机制袁 切实加强对矿产企业所在地居民的经济
补偿袁 并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袁 最终形成一
种企业能得到利润尧 政府能收到税收尧 当地居
民有获得感的利益分配机制遥冶 张信芳表示遥
海南省将加快推进白沙陨石坑尧 昌化江至
王下河谷尧 琼中乘坡河石臼等地质遗迹调查评
价工作袁 推动地质公园和矿业公园建设袁 完成
观音岩等 2 处~3 处省级地质公园建设袁 并揭碑
开园曰 加大矿业遗址保护与开发力度袁 探索矿
业文化旅游尧 黄金文化风情旅游曰 研究建设海
南省地质博物馆袁 实施展藏品的保护与修复尧
标本展示尧 科普体系建设遥
野海南绿色矿山建设应走在全国前列袁 建设
要有地方特色袁 要有责任担当袁 结合海南实际袁
制定省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遥 同时袁 政府
主管部门和各矿山企业要实行合同管理袁 按照
绿色矿山建设的政策尧 技术要求因地制宜袁 明
确 责任 和义 务袁 确保所 有 大 中型 矿 山 企 业 在
2020 年实现绿色矿山的建设目标遥冶 海南省国
土资源厅原副巡视员尧 海南省矿业协会理事长
周旦生表示遥
在矿业改革发展大潮中袁 海南省有序推进
绿色矿山尧 绿色勘查工作袁 将让海南天更蓝尧
水更清尧 山更绿遥 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