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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化纤会议特刊

绿色低碳蕴藏财富机遇
!!!国内外知名企业谈化纤环保与再生

编者按!全面提高化纤产业的综合

竞争力!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起

化纤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化

纤行业在"十二五#期间的重要任务$绿

色环保%节能降耗的口号也被行业喊了

多年$如何落实任务!如何实践口号!整

个行业在寻寻觅觅时已有企业先行一

步$

其实!行业中的众多企业都想为环

保尽一份力! 可是企业首先要求生存!

产品首先要有市场!因此如何在践行社

会责任时得到利益回报成为环保事业

壮大的突破口$有的企业担心循环技术

不成熟!有的企业怀疑再生产品没有竞

争优势!还有的企业根深蒂固地认为环保

事业就是高成本!如此一来!还没有行动

就被自己蒙住了$

记者在采访企业时发现!那些注重节

能环保与再生技术的企业在独辟蹊径后!

远离万人拥挤获得的竞争力也是无可比

拟的$ 注重环保技术研发!投资再生领域

成为企业差异化发展的一种体现$ 创新节

能技术%降低碳排放!提升的是企业形象!

量化的是核心竞争力$ 绿色经济之风在化

纤行业已然刮起$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只

是说说而已! 记者将这些企业的发展思路

与规划呈现出来! 以期给更多化纤企业带

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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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利军

华欣新材料

环保要从源头控制污染

华欣自涉足化纤及新型纺织原材

料以来! 一直致力于从行业源头节能

减排!通过原液着色技术"熔体直纺技

术"免上浆技术"高智能立体仓库自动

化配送等高效有机结合运用! 形成了

#以从源头节能减排的经营理念为核

心! 以多色系产品工艺技术研发中心

持续开发和生产管理一体化为基础!

以数字化立体仓储和现代物流为保障

的多色系环保纺织新材料创新体系$

!

走生产清洁环保%差别化"功能性化纤

的新型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零排放$ 的社会效益& 随着

华欣模式的推广! 按年产
"#$$

万

吨彩色涤纶长丝计算! 每年可为国

家节电上千亿度 ! 节水
%&

亿吨 !

节省染辅料
"&$

万吨 & 间接关停

"$$

多个万吨级以上的染料化工

厂& 从行业的源头来讲! 中国现有

上万家纺织品化纤印染企业! 如何

以点带面去控制这些高耗能% 高污

染的企业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课

题! 华欣以纺织原料的定性来控制

污染源! 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时! 从污染源的源头来讲! 化纤纺

织品印染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是化

工原料的污染! 采用华欣集成新模式

将减少或杜绝化工原料的频繁重复使

用! 从而真正从污染的源头去控制污

染&

华欣模式是对传统化纤纺织产业

链优化的整合创新! 集节能% 减排于

一身! 并且产品环保% 能使下游生产

成本大幅降低& 采用传统染色和上浆

技术与华欣的原液着色和免上浆技术

比较! 华欣新模式生产的产品色牢度

好! 色差小% 色泽艳丽! 不仅质量远

远胜过传统模式生产的产品! 而且采

用华欣的新模式! 取消了染色% 上浆

二大污染环节! 使染色生产成本仅为

原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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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华欣集成创新模式将促进印

染行业从染色向化纤纺织品后整理产

业转移!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而打

破发达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反倾销的贸

易壁垒! 有效提高中国纺织品的国际

竞争力! 也更好地响应全世界所倡导

的低碳经济和绿色环保理念&

浙江华欣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系浙江华欣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 以多色系环保

纺织新材料为主导产

品% 是国内最大的绣花

线生产基地% 年产各类

&环保型涤纶彩艳绣花

线'高强度涤纶线'针织

线 和 各 类 彩 色 涤 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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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碳足迹量化竞争力
天祥集团

天祥集团是全球

领先的质量和安全服

务机构% 为众多行业

提供专业创新的解决

方案) 天祥集团已在

环境影响解决方案方

面 完 成 了 上 千 个 案

例)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广大化纤

客户!帮助企业进行低碳转型!天祥集

团为化纤企业提供环境影响评价%诊

断和解决方案!包括(环境影响评价%

清洁生产评估%绿色建筑%能源管理%

环境足迹)碳足迹%水足迹%能量足迹*

评价与标识以及再生聚酯体系与产品

认证"生态产品认证&

天祥集团主要是配合中国化纤工

业协会开展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通过应用合适的评价手段! 为企业管

理环境足迹" 开发和应用环境友好的

技术与工艺"生产绿色低碳产品"节约

成本和增加收益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

双方进一步的深入合作! 为化纤企业

度身定制环境解决方案! 共同推动中

国化纤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天祥集团主要为化纤企业提供产

品碳足迹核算服务& 运用生命周期评

估方法! 不仅对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

的能耗"物耗和排放进行综合考核!而

且通过量化指标碳足迹将产品系统对

气候变暖方面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

价&因此!企业可以通过碳足迹核算帮

助客户发现排放的热源! 结合其他的

一些手段! 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制订

合理的减排计划和目标+另一方面!也

将减排与新工艺应用" 新产品开发而

有效的结合起来!走上低碳"高效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而中国化纤行业协会

对此事的大力推动! 更有助促进行业

内企业的低碳转型" 在国际市场上树

立行业的形象! 而且有助于中国化纤

企业在碳足迹核算和标识的大趋势来

临时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

目前!盛虹化纤"恒力化纤"鹰翔

化纤" 新民科技等四家企业已经成为

国内首批化纤协会推荐进行碳足迹核

算的企业! 并顺利获得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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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证书及绿叶标签&

优势来自再生涤纶产业链

龙福的最显著特点是拥有从瓶片

加工,,,再生涤纶长丝生产,,,再生

涤纶纺织品织造的完整产业链! 生产

再生涤纶
345

"

675

"

165

"工业丝与

拉舍尔" 亚克力等多种规格与花型的

再生涤纶毛毯产品!产品种类多!规格

全!层次高!因为是再生产品!价格上

有较大竞争优势! 但质量与原生产品

无异 ! 所以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

力&

在实现差别生产方面! 公司通

过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 提高企

业创新能力!开发新技术&同时紧跟

市场需求!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使

产品结构由单一型向多样化转变!

进而实现规模化与差别化生产&

在企业品牌建设方面! 以诚信为

基础 ! 以产品质量和产品特色为核

心! 不断研发新产品! 培育消费者的

认知度! 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经济

效益& 为进一步提高产品知名度! 公

司于
8

月份申报了再生涤纶长丝与再

生涤纶毛毯两个产品的山东名牌! 现

正在审批阶段&

'再生涤纶长丝$ 被国家科技部"

环保部" 商务部" 国家质检总局联合

评定为 '国家重点新产品$& 公司被

认定为 '再生涤纶低弹丝$ 和 '再生

涤纶预取向丝$ 的国家行业标准制定

单位 & '十二五 $ 期间 ! 公司还规

划建设
"#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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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生差别化涤纶长

丝等项目&

龙福环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家以聚酯资

源循环利用为主营业务

的企业% 拥有废旧聚酯

瓶回收'再生涤纶纤维'

再生涤纶纺织品等完整

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龙福环能

在当前中国化纤工业转型升级的

发展浪潮中! 随着原燃料价格上涨以

及对低碳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 中国

化纤协会根据-化纤工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要求!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

绿色低碳$的发展战略&帝人的聚酯化

学法循环再生业务节能环保% 产品具

有差异化并能减少废弃物! 符合这一

战略的初衷! 于是就与中国化纤协会

合作在中国推广这一技术&

聚酯的循环再生通常有三种方

式&一种是'物理法循环再生$!即将回

收来的聚酯废旧产品经过加热和溶解

再纺成丝& 由于未能去除掉回收产品

中的染料及其他混合物! 所以该种再

生产品的品质不佳!用途有限&一种是

'化学法循环再生$! 通过将回收的聚

酯产品还原到分子水平! 就可去除掉

染料等微小混合物! 再生出与来源于

石油的聚酯产品同品质的原丝& 第三

种是'热循环$!是将回收的废旧品用

作燃料!以热量的形势实现再利用!而

不是再生为纤维& 帝人在中国开展的

是'化学法循环再生$&

帝人将这个循环型再生系统命名

为'

:04 0);0<:

$& 在引进中国的过

程中! 帝人方面自称为 '

=::6=

$

>

种

子
?

! 中国方面则为 '

@::6=

$)必要

性*&该循环再生系统在全球约
"A$

家

企业的协助合作下! 已有
"$

年的历

史!并得到了环境贡献的高度评价&但

是! 以日本为中心的再生生产一直存

在着原料回收的稳定性及再生的成本

问题!发展扩大存在瓶颈&帝人一直在

寻找能够利用此技术的机会和成长中

的涤纶纤维市场& 而中国作为产量占

世界
B#'

以上的化纤大国! 对环保的

要求越来越高! 是理想的合作对象与

发展平台&帝人立足自己的专利技术!

考虑到如果能够在中国实现量产型再

生技术! 并作为未来世界的化纤再生

标准!不仅可以为世界环境作出贡献!

也使今后向其他国家输出技术成为可

能&

发展循环再生技术中国有市场

日本帝人
帝人集团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高性能纤

维业务% 在中国本土

拥有下属公司
!"

家%

员工人数约
"%%%

人%

经营芳纶'聚酯纤维'

薄膜'树脂'医药医疗

用品及流通零售业

务)

lilyfu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