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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星球：主导打造金坛百亿产业先行区
金宜路与金化路交汇处，占地1500

亩的蓝色星球甲醇制丙烯及下游化工新
材料产业园项目现场，6台推土机正在
联合作业，一片繁忙景象。

上月13日，项目正式开工。考虑到
梅雨季节会给道路施工带来不便，所以
道路硬化正在抓紧推进，预计4月中旬
可以完成。

江苏蓝色星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建海告诉记者，先期40万
吨丙烯制环氧丙烷项目所需的 100亩
用地已平整完毕，只待设计图纸到位就
可进行基建。
“如果今年底环氧丙烷试生产顺利，

春节前就能拿到合格的环氧丙烷成品。”
陈建海说。

◆项目篇
见识一个项目

甲醇制丙烯及下游化工新材料产业
园项目去年上半年开始筹划，新建江苏
蓝色星球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
50亿元。

项目以甲醇为原材料，生产丙烯并引
导下游化工新材料配套项目集聚，延伸产

业链，进行深加工，形成产业园，预计全面
达产后将形成350亿元销售规模。

其中，蓝色星球自身年产60万吨
丙烯及 40万吨环氧丙烷项目投资 25
亿元，占地600亩。作为产业园上游产
品项目现已开始前期施工，根据规划，
2017年底可实现满负荷生产，年销售收
入达100亿元。

“达到年产60万吨丙烯规模的企
业在全国一共有3家，而40万吨的环
氧丙烷是全国最大的生产装置。”金坛市
化工行业商会秘书长徐锁华介绍说。

生产环氧丙烷，不仅在产量上下功
夫，在绿色环保上，蓝色星球也作出努力。

丙烯制环氧丙烷，一贯采用的是氯
醇法：丙烯先与次氯酸水溶液反应，而后
得出一氯丙烷再与氢氧化钙生成环氧丙
烷，这一方法将产生相对于环氧丙烷量
50倍的高盐分、可生化性差的废水。蓝
色星球与中科院大连物化所合作，购买
其专利，以氧化法替代氯醇法，氧化法工
艺流程简洁，产出的废水仅为氯醇法的
1/50，且可生化性好。

将有一串关联带动

“小而全”走向“大而精”，这是产业
园将为金坛化工行业带来的改变。

记者自徐锁华处了解到，金坛化工
行业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现在形成“小而全”的发展形态，“企业种
类蛮多，但是单体规模不大又各自为战，
很难再扩大。”

“化工新材料企业整体技术含量不
够高，缺少龙头企业的引领。”金坛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卢建新也给出类似
回答。作为金坛经济开发区4大支柱产
业之一，该区计划今年要重点做实做强
化工新材料，借助甲醇制丙烯及下游化
工新材料产业园项目落地的契机，努力
把甲醇制烯烃及下游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打造成金坛百亿产业的先行区，培养新
的经济增长点。

徐锁华强调，“这个项目对本地化工
行业也将产生推动作用。”吸引从事化工
新材料的企业直接入园，有实力的企业
转换产业结构。通过产业集聚，金坛化工
企业布局会更加合理，“而且环保、安全
生产等条件也会大大提升。”

陈建海表示，为安全生产考虑，项目
将尽可能采用自动化程度高的生产设
备。“用工人数计划230人，现在自动化

控制人才缺口还比较大。”下一阶段，蓝
色星球将会与常州高校对接，讨论人才
储备问题。

◆服务篇
每项工作专人负责

临时用电、场地绿化、环评能评……
在甲醇制丙烯及下游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项目流程表上，从前期准备到现场服务，
大大小小共42项工作早在开工之前就
已经落实专人，明确了具体的起讫日期。
“每项工作我们都要求限时完结，逾

期问责。”金坛经济开发区科技经贸局经
济发展处处长史裕刚表示，项目进度要
求紧，服务速度和质量必须要跟上。

化工企业建造循环水池、雨水收集池
等都需要凹地，这是开发区在服务众多化
工企业后得出的经验。此次项目确定用地
面积后，开发区主动向蓝色星球环保新材
料有限公司提出是否需要以原地交付。
“我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陈建海
说，如果土地平整后交付还要再施工开
挖，一进一出就要多耗半个月时间。

为更好地落实服务机制，开发区从科
技经贸、规划建设、招商、东城街道等部门

抽调25人组成蓝色星球项目服务小组，直
接跟进项目进度，尽快解决企业诉求。

1月30日，企业在项目进度倒排后向
服务小组提出希望尽快完成项目备案。
当天上午史裕刚便与金坛发改委相关工
作人员前往企业为其整理审核所需材
料，当天下午3点，企业就完成了备案。

◆创新篇
创新一套机制

陈建海表示，下游企业到位后，要尽
早成立一个产业园内部商会。

因丙烯、环氧丙烷等化工材料都是
危化品，对外运输存在一定危险性且运
输成本较高，所以蓝色星球将以产业园
为载体，在吸引下游项目集聚后形成产
业链，对丙烯及环氧丙烷进行就地消耗，
不会首先考虑外销和输出。

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蓝色
星球要实时掌握下游企业每日对上游化
工原材料的需求量，如果下游某条生产
线坏了，消耗不了原先定量的丙烯或环
氧丙烷，但蓝色星球不知道这一信息，那
就必然会造成上游原材料供过于求。

成立产业园内部商会，统一汇总园

区各企业的最新情况，若有变化，提前规
划应对办法，不至于造成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

打响一场战役

现在，已有多家下游配套企业来坛
考察过，其中，年产40万吨聚醚多元醇
项目预计今年七八月份可达成协议，届
时将形成 20万吨环氧丙烷的消耗，年
产值将超50亿元。

今年 1月 1日，新修订的《环境保
护法》正式实施，对企业、地方政府和监
管部门提出了更严要求，特别是首次规
定“按日记罚”的严厉措施，将会给污染
企业带来从未有过的高违法成本。

环保部把今年定位新环保法的“实
施年”，而对于拥有氧化法生成环氧丙烷
技术的蓝色星球而言，今年更是抢占市
场的“开拓年”。
“抓住机遇，埋头干！”被问及未来打

算，陈建海给出这样简短有力的回答。

魅力常州 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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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色星球环保新材料有限公

司!隶属于江苏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主要从事新型环保制冷剂

及发泡剂#含氟新材料及其单体#含氟精

细化工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

应用于汽车#家电#建筑和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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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领域

核心环节!具有技术难度大#性能指标要

求高#应用部位关键等特点"

作为省创新型企业和省民营科技型

企业!康泰集团长期与浙江大学#华东理

工和南京大学等
"#

多所知名高校产学

研合作! 自主研发并掌握了一系列核心

技术!并在质量上领跑业内同行"

康泰集团是国内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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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氟氯乙烯#三氟乙醇和三氟乙酸

供应商之一!自主品牌$蓝色星球%已覆

盖
(#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蓝色星球%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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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公认的取代氟利

昂制冷剂首选产品! 被认定为金坛首个

中国名牌产品! 并先后被列入国家重点

新产品# 省高新技术产品和省火炬计划

项目等"

30年的执着
江苏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伟华，是金坛的“老化工”了。算起
来，他从老家儒林镇办企业起步，进入
化工行业已近30年。

长期专注，练就了张伟华对国家
政策的敏锐———环保要求越来越高，
化工企业转型升级一直不能停步。

去年上半年，国内丙烯、环氧丙烷
产品行情日渐看好，张伟华决定上这
个项目。

原先，生产环氧丙烷采用氯醇法
制作，这一工艺成本虽然低些，但制1
吨环氧丙烷会产生50吨废水，后续
治理投入并不小。
改进生产工艺，效果又会怎样？试

了试，产生的废水是降了，只有原先的

1/6，但废水处理更麻烦了。
出路在哪？张伟华向已合作了 12

年的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求援。
大连物化所负责人的答复，让张伟

华喜出望外。他们有现成的科技成果转
化，采用氧化法工艺，丙烯与双氧水反应
生成环氧丙烷，产生的废水只有原先的
1/50，且经生化处理后可再利用。对方
还提醒说，两年前就推荐过这一工艺。
“哦，想起来了。”张伟华连说对不

起，当初听说这一工艺，担心风险大，也
就没作深一步思考。现在知道反应就在
常温下进行，风险完全可控，环保效果又
理想。

几个来回洽谈，去年8月9日，双
方达成新一轮合作协议。

项
目
方
的
担
心
和
关
注

3月 13日项目举行开工
仪式后，总经理陈建海认为最
紧急的工作之一，是在月底前
接通临时用电。这样，趁着晴
好天气，打桩、吊装、搅拌等机
械设备进场后，抢抓施工工期。

新上的年产 60万吨丙
烯、40万吨环氧丙烷项目，遵
循的是低碳、循环、生态、绿色
发展原则。对此，陈建海很有
信心。但他担心，在最严环保
法正式施行之际，化工企业的
环评手续周期是否会拉长，这
对项目推进起着决定性作用。

还有，无论是先生产的环
氧丙烷，还是后生产的丙烯，原
料和成品的进出，都适宜以水
运为主，附近丹金溧漕河在建
的金坛港能否按时启用，企业
也非常关注。

多
部
门
回
应

金坛经济开发区科技经贸局
经济发展处处长史裕刚介绍，开工
当天，蓝色星球项目服务小组就指
派专人与市供电公司对接，倒排施
工计划，从就近的10千伏变电所
拉线，安装200千瓦或250千瓦变
压器，确保4月中旬通电。至于企业
竣工投产正式用电，市供电公司也
已列入计划，会从几公里远的500
千伏茅山变拉线接电。

据金坛经济开发区科技经贸
局副局长郑志强介绍，他们一方
面提前到企业进行指导，另一方
面做好与常州市环保局的衔接。
目前，第三方中介机构已开始做
涉及环境容量等要素的环评预分
析，将尽快拿出环评报告。

另从金坛市交通部门了解
到，随着丹金溧漕河改道升级，能
停靠千吨级船舶的金坛港，今年
8月底能准时投入使用，将大大
方便包括蓝色星球在内的金坛经
济开发区企业水运需求。

本版撰稿：陈玉婷 赵鹤茂

本版摄影：张海韵

项目名称 蓝色星球甲醇制丙烯及下游化工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坐落地 金坛经济开发区金宜路与金化路交汇处

投资规模 *#

亿元

主打产品 丙烯#环氧丙烷

产品使用领域 汽车#塑料#建材#家电等

目标市场分布 就近消化兼外销华东地区

预期投产时间 蓝色星球&

+#",

年底'产业园&

+#+#

年底

达产后年销售额 蓝色星球&

"##

亿元'产业园&

(*#

亿元

年实现利税 蓝色星球&

"*

亿元'产业园&

!*

亿元

用工总人数 蓝色星球&

+(#

人左右'产业园&

"###

人以上

用工主要工种 化工#设备#电气#自动化控制

关联带动产业 聚醚多元醇#聚丙烯板管材#氯化聚丙烯等

关联带动服务业 仓储#包装#水陆物流等

项 目 情 况

2015年5月13日 蓝色星球
!#

万吨环氧丙烷项目正式开工

2015年8月底 循环水池与配套设施!钢结构框架完工

2015年12月底 年产
!#

万吨环氧丙烷项目试生产

2017年12月底 年产
-#

万吨丙烯项目投产

2020年12月底 产业园下游配套企业全面投产

项目进度时间节点
江苏蓝色星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

万吨甲醇制丙烯(

./0

)和年产
!#

万吨环氧丙烷(

01

)建设项目效果图

创 业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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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未来生产出来的环氧丙烷将用桶装形式保存!并运往全国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