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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投资方介绍
新阳科技集团成立于

!"#$

年
#%

月!由

创办于
!""#

年的江苏亚邦涂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展而来" 该集团前身曾经花
&

美元

收购外资控投的东昊化工"目前拥有常州

新日催化剂有限公司#常州市长江热能有

限公司# 常州新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新阳投资有限公司#常州新红贸易有

限公司
'

家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以及常州

东昊化工有限公司#常州亚邦化学有限公

司#江苏亚邦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漳州亚

邦化学有限公司# 天津亚邦化学有限公

司#江苏格林保尔光伏有限公司等
&%

多家

成员企业"

该集团董事长张文俊说!化工新材料

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集团将坚持发展

循环经济的理念! 以产业链建设为目标!

以规模化#集约化运营模式为方向!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

新阳科技集团的树脂产品市场占有

率已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 催化剂产

品如苯法顺酐高收率催化剂# 丁烷法顺

酐催化剂和脱硫催化剂! 也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新阳%商标去年荣获省级著名

商标"

投 资 方 介 绍!

两
个
部
门
的
及
时
回
应

公交公司表示：企业员工的出行
时间主要集中在上下班高峰时段!新

阳科技距离市区又比较远! 如果按照

公交运营模式来缓解上下班客流!不

利于公交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是!我们

可以根据新阳科技集团的需求! 与他

们协商!采取包车或定制公交的模式!

解决他们员工上下班出行问题"

春江镇政府回应：镇核心区已经
规划建设友谊河商业街区! 目前已处

于招商阶段!将引进集影院#餐饮#书

店#

()*

和大型超市等多元业态于一

体的滨水特色商业综合体! 提高镇区

居民生活品质和便利程度"与此同时!

集文体站# 春江镇图书馆和成人教育

中心多功能于一体的楠木厅! 目前已

有图书
$

万册!常年对外借阅"春江全

民健身中心已完成主体建设!面积
$

万

平方米!今年下半年对外开放"这些商

业和文体设施不久将惠及新阳科技集

团在滨江开发区工作和生活的员工"

项目名称 新阳科技集团化工新材料
坐落地 滨江经济开发区
投资规模 '+#

亿美元

主打产品 苯乙烯

产品使用领域
广泛用于聚苯乙烯# 发泡聚苯乙烯 #

,-.

树脂#丁苯橡胶!还可用于生产农用乳

化剂#医药产品和涂料等

目标市场分布 部分国内市场!部分出口

达产后年销售额 /"

亿元

用工总人数 0""12""

人

用工主要工种 化工操作工#分析工#仪表工#电工#机

修工

关联带动产业
&细分门类'

上游乙烯生产和下游新材料# 医药#涂

料等行业

关联带动服务业
&细分门类'

物流#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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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常州 精彩故事

新阳:致力循环经济，3年冲刺500亿
10万平方米的平地上，一个个墩柱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地面。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在常州滨江经

济开发区龙江北路西侧的新阳科技集团
新项目建设现场，一片只争朝夕的繁忙
景象：60万吨/年乙苯和30万吨/年苯乙
烯联合装置项目的主装置和压缩机房的
混凝土基础已全部完工，施工人员正在
忙着主装置钢结构的安装前准备工作，
目前项目所有设备基本订购完毕，今年
10月份就可以投产。

项目建设负责人许强告诉记者，这
个新项目的选址，原本是几家小化工厂
的所在地，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这几年
连续重拳整治环境污染，为新材料、大企
业的引进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项目篇

见识一个项目

新阳科技集团去年总投资5.1亿美
元，启动了一系列扩大产能和完善循环
经济产业链的项目：年产25万吨的粗苯
加氢改扩建项目、年产60万吨乙苯和30

万吨苯乙烯联合装置新建项目、固废焚
烧炉项目以及年产500吨脱硫催化剂和
500吨丁烷法顺酐催化剂项目等。这些
项目的推进都比较顺利，60万吨/年乙苯
和30万吨/年苯乙烯联合装置今年10月
份投产；粗苯加氢项目主体设备已经安
装结束，最快今年５月投产；固废焚烧炉
今年5月运行；年产500吨脱硫催化剂和
500吨丁烷法顺酐催化剂项目也计划今
年10月投产。

据了解，新阳科技集团的主要产品
有苯、顺酐、苯乙烯、苯酐、不饱和聚酯树
脂、富马酸、天门冬氨酸、L-丙氨酸等基
础化工原料，并涉足光伏行业，生产太阳
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组件。近年来，新阳科
技一直致力于建设产业链，通过粗苯加
氢，将苯用于苯乙烯、顺酐、富马酸等产
品的生产；又将苯乙烯、顺酐、苯酐、富马
酸用于不饱和聚酯树脂的生产；将富马
酸用于天门冬氨酸的生产，将天门冬氨
酸用于L-丙氨酸的生产；同时投资建设
催化剂公司，研发制造苯酐、顺酐和苯乙
烯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催化剂，催化剂产
品既满足自身生产需要，还远销海外。

新阳生产的化工产品听起来很专
业。但许强告诉记者，我们的生产、生活
都离不开化工，如顺酐、苯酐、苯乙烯等
生产成不饱和聚酯树脂后，就可以生产
人造石厨柜面板、玻璃钢座椅、纽扣等物

品及其原料。

将有一串关联带动

新阳科技集团虽然一直致力完善循
环经济产业链，但其产业链只是长长的
化工产业链中的一段，作为本地化工新
材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它对本行业上下
游及仓储、物流行业都有极大拉动作用。

乙烯是新阳主要生产原料之一，以
前每年要使用15万吨以上，今年新项目
投产后，每年需求量将增至24万吨，这
就为富德能源100万吨甲醇制烯烃项目
落户滨江经济开发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富德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后，其全部乙烯
产品都可以就地供应给新阳，可大大降
低两家企业的物流成本。

另外，新阳科技集团的不断发展壮
大，对下游产品不饱和聚酯树脂产业的
发展也起到一定的集聚作用。我市天马
集团、华日、华科、亚什兰等企业都可以
就近采购生产原料。

新阳科技集团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去年底建立了化工产品电子交易中心。
截至3月27日，仅25个交易日，该平台总
交易额就达到10.5亿元。这个交易平台
成功试运营后，新润石化仓储公司很开
心，因为用户是在线上与新阳交易，而
线下交割是在新阳公司仓库和新阳公

司附近的新润石化仓储等化工码头、仓
储公司进行。

◆服务篇

石化码头和公共管廊
新阳科技集团的新建项目基本都集

中在常州高新区北部的滨江经济开发区。
滨江经济开发区在化工新材料产业

发展初期，就积极兴建企业发展所需的港
口码头、道路、电力、给排水等基础设施。
长江常州港已建成6个5万吨级通用散货、
集装箱码头，3个5万吨级液体化工码头，
现有配套专业固体仓库10万平方米，其
中危险品仓库2万平方米，配套液体化工
品储罐52万立方米，其中14.9万立方米
为保税储罐，并正在新建34万立方米液
体化工品储罐。区内现有3座220千伏变
电站、2座110千伏变电站和2座污水处理
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43万吨、其中化工
污水日处理能力3万吨。此外，还专门投
资建设了用于输送化工原料和产成品、
蒸汽、工业气体的公共管廊。

许强说，石化码头和公共管廊这些
专业配套设施为园区化工新材料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功能支撑和配套服务。

专门服务小组

许强告诉记者，市、区、镇三级政府
以及各有关部门对于他们这个重点项
目的建设都相当关心和支持，并专门开
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相关手续的办
理都很顺利。尤其是滨江经济开发区，
为了新阳科技集团的新建项目，成立专
门服务小组，从项目审批到拆迁建设，
提供了一条龙服务，使项目推进速度大
大加快。

◆创新篇

创新一套机制
重大项目招引犹如种树，虽然种下

的是一棵好苗子，但要成材，还需浇水施
肥，一路呵护。

为此，常州高新区在大力引进重大
项目的同时，对重大项目的推进也创新
机制，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全程代理服
务机制，对各责任单位下达重点项目月
度推进计划，通过畅通项目“绿色通道”，
提高项目推进的组织化程度。

滨江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沈文
光说，对于新阳科技重点项目的推进，该
区全程跟踪服务，遇到问题会第一时间
联系市、区有关部门，及时赶赴现场帮企
业协调解决。

比如，新阳的一些新项目是建在
园区收储的小化工厂原址上，如果每

个项目都单独建一个变电所，不仅降
低土地利用率，也将给新阳的用电管
理带来难度。

针对这个实际问题，滨江开发区和
常州高新区有关部门及时联系供电公司
说明情况，并集思广益寻找解决办法。在
各方支持下，新阳新项目的用电问题得
以圆满解决。

打响一场战役

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化工企业
的发展有时会跌宕起伏。2014年，原油
价格持续下跌，造成石油化工行业原材
料和产成品的连环下跌，很多化工企业
陷入亏损状态。

面对原油价格逐步企稳的良好态
势，新阳科技集团将快马加鞭推进新项
目建设。今年在一批项目投产的基础上，
还将开工建设年产6万吨丁烷法顺酐、
燃煤背压热电机组改扩建等项目，并启
动新阳科技集团总部大楼项目建设。

对于当前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新
阳科技集团董事长张文俊胸有成竹地
告诉记者，新阳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不
等待、不观望、不懈怠，2015年努力实现
销售232亿元、利润6亿元的目标，并争
取通过3年努力，到2018年集团销售突
破500亿元。

项
目
负
责
人
的

两
点
期
盼
和
建
议

许强：我们的新项目推进都
比较顺利!为了项目按计划如期

投产!

$

月份开始逐步招聘员工"

所有新项目的总用工人数将达

到
0""

(

2""

人!加上老项目的员

工!集团在滨江经济开发区上班

的员工总数达到近
$"""

人 "所

以!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希望一

是能够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公共

交通! 加密公交站点和班次!方

便员工上下班和进城办事)二是

希望能加快完善电影院 # 图书

馆#健身房等文化娱乐和健身设

施!满足员工的文化娱乐和健身

需要"

“吃干榨尽”
提及化工行业，人们总会联想

到它对环境的影响。
对此，新阳科技集团董事长张

文俊一直坚持“吃干榨尽”的做法，
新项目也不例外。

该集团以前生产顺酐产生的废
渣是出售给外市其他化工企业用于
提炼富马酸。但顺酐废渣在收集、包
装、转移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存在
环境污染风险。为了降低环境污染风
险，张文俊决定自己处理顺酐废渣。

他们正在新建6000吨/年顺酐、
富马酸废渣综合利用及3万吨/年危
险废物集中焚烧项目，预计今年5月
投产。届时，可在顺酐废渣和废水
中提炼有效的富马酸，然后将废水
用蒸汽浓缩后与其他废渣一起高
温焚烧处理，焚烧产生的蒸汽可以

用于生产装置的加热。
张文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原来6000吨顺酐废渣外售，按500
元/吨计算，年产值仅300万元。但
这个“吃干榨尽”的新项目建成后，
每年可通过废渣、废液提炼生产出
3000吨富马酸，按市场价6500元/吨
计算，产值约2000万元。

另外，焚烧炉焚烧废水、废渣的
同时联产蒸汽，每年可节约标煤
7000吨，每吨标煤按735元计算，可
产生效益500多万元。

张文俊说，这个把废物“吃干
榨尽”的新项目，可以从源头减少
能源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而
且通过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
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
丰收。

2015年5月 !'

万吨粗苯加氢项目投产

2015年5月 固废焚烧炉运行

2015年7月 长江热能燃煤背压热电机组改扩建工

程项目开工

2015年10月 0"

万吨乙苯和
$"

万吨苯乙烯联合装置

投产

2015年10月 '""

吨脱硫催化剂和
'""

吨丁烷法顺酐

催化剂项目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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