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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一滴污水罚款50万元
耐德工业天价承诺底气何来

运行近百天，没有发生一滴污水
滴漏！

拿到项目现场发回来的运行监测
报告，重庆耐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
简称“耐德工业”）董事长林朝阳终于
松了口气。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2018年，杭州天子岭环保项目全

国招标。这是第19届亚洲运动会的
配套项目，总投资近4000万元。中标
者，不仅可获得可观效益，还可为拓展
其他项目增加重要砝码。但项目方开
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如果发生污水泄
露，哪怕只有一滴，每一次最高赔偿50
万元。

冒着可能把多年“老本”赔得精光
的巨大风险，耐德工业毅然接招。它
哪儿来的底气？

事实上，在环保行业，耐德工业
还算“新兵”。直到本世纪初，其主业
还是流量仪表产品和关键汽摩零部
件制造。2001年，企业将目光投向方
兴未艾的环保产业，在接下来6年时
间拿出销售收入的两成搞研发，最终
研发出一款固定式垃圾压缩转运站
设备。

凭借这样一款“转运能力提升5
倍、运行成本降低30%”的新产品，耐
德工业杀入环保市场，但并没有站稳
脚跟——产品整体性能稳定，但仍存
在细微的滴漏现象。

在自主技术攻关的同时，耐德工
业还想到了借力。2006年，它和日本
新明和工业“牵手”，组建合资公司。
利用这家全球著名环保公司的双换位
门垃圾中转技术，耐德工业彻底解决
了污水处理中的“跑冒滴漏”难题。这
也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一家解决
了此难题的企业。这项独门绝技在
2009年耐德工业参加上海世博会配
套环保项目面向全球招标时大显身
手。

面对杭州天子岭环保项目开出的
苛刻条件，有了上海项目的“背书”和
独门技术，耐德工业顺利击败了10多
家竞争对手。

有核心技术，就不缺市场。截
至目前，耐德工业在全国建设垃圾
中转站超 400 个。2020 年，耐德工
业环保业务的合同金额已超过10亿
元。

凭借一个“集装箱”
三峡环保一战成名

春节刚过，重庆三峡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下简称“三峡环保”）迎来了
首笔业务：与深圳市龙华区水务局签
约，继续运营维护当地大浪河、茜坑水
的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5年前，当深圳这一饱受业界瞩
目的环保项目对外招投标时，三峡环
保与来自全国的10多家知名企业同
台竞争，一举胜出。在强手如林的中
国沿海环保市场，这家来自重庆的环
保企业多年来一直牢牢把握了该项
目的建设和运维，它有什么“撒手
锏”？

秘密在一个箱子——它和普通的

集装箱大小相当、形状相似，但“喝”进
去的是黑乎乎的污水，吐出来的是清
亮亮的净水。

这个箱子为啥这样神奇？故事要
从头讲起。作为一家小型民营环保企
业，三峡环保创办近20年来一直寂寂
无闻。由于缺乏足够的融资能力，经
常在需要垫付大量资金的环保项目招
投标中捉襟见肘。

要生存，就得另辟蹊径，寻找自己
的比较优势。

本世纪初以来，重庆乃至全国不
少省市环保力度加大，河道的黑臭水
体整治，成为新的市场需求。沿我市
几条污染严重的河流走了一圈，唐世
田发现，和单个的污水处理项目比起
来，河流的黑臭水体整治更难。但是，
有的河道在地理空间上并不具备修建
永久性工程的条件，只能安装临时处
理装置。

机会就在眼前！和永久性处理工
程比起来，黑臭水体临时性处理装置
投资少、见效快，非常适合三峡环保这
样的企业。

找准市场切入口后，2008年，三
峡环保联合重庆大学城环学院，耗时
两年，终于研发出上述只有集装箱大
小的便携式处理装置。它大小只有传
统设备的1/10，可移动，占地少、使用
方便，成本只有传统设备的1/3。

2010年，我市开始创建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梁滩河含谷—白市驿
段，两岸分布了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
小工厂，加上居民众多，河道污染严
重，成为重点整治对象。

该河段整治项目发包时，竞标的
大型环保企业递交的方案，几乎都是
修建永久性处理工程，不仅工程量浩
大，投资巨大，耗时长，更关键是环保
模范城市达标验收时间紧迫，等不
起。三峡环保的便携处理方案，令人
眼前一亮。

顺利夺标后，在这段30公里的河
道，三峡环保只用了近3个月，就安装
完毕10余个上述“集装箱”。效果立
竿见影，困扰我市多年的梁滩河黑臭
水体，终于得到整治。

三峡环保，一战成名。在此后10
余年时间，它不但拿到了上述深圳项
目，还先后中标10多个黑臭水体整治
工程，标的额累计近3亿元。

环卫集团：剩菜剩饭中
淘出一个全国冠军

环卫领域全国冠军在渝诞生！
目前，由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

司（下简称“环卫集团”）投建的渝北区
洛碛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正在运营中，
日均餐厨垃圾处理量达到2100吨，日
均处理规模全国第一。

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全国冠军来
之不易。

2002年，环卫集团成立，肩负起
重庆中心城区生活垃圾运输和无害化
处理重任。此时，国内垃圾无害化处
理的方式主要是混合填埋和混合焚
烧，垃圾资源化利用程度低。

转型升级，环卫集团把目光瞄向
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处置。

餐厨垃圾通过专业技术进行无害
化处理，能生产出许多宝贵资源。

但风险与机遇同在。当时，国内并
无餐厨垃圾处理的先例，国外也仅有部
分地方启动了餐厨垃圾处置项目。

2009年，环卫集团在全国率先采
用瑞典的“厌氧消化、热电联产”工艺
技术，在江北建成黑石子餐厨垃圾处
理厂，日均处理餐厨垃圾1200吨。

但项目刚运行不久，问题就出现
了——重庆的餐厨垃圾不仅重油、重
盐，花椒、海椒也占了很大比重，精密
的“洋机器水土不服停摆”成为常事。
2011年，环卫集团联合重庆大学、重科
院、后勤工程学院、耐德工业、普拉克
公司等院校单位，投入7000万元进行
技术攻关，让设备更加适合中国国情。

7年时间，凭借“餐厨垃圾收运处
理与资源化成套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
目”成果，成功解决了餐厨垃圾、果蔬
垃圾等有机垃圾收运处理一系列技术
难题。

技术过硬，就不缺市场。2016年，
重庆市政府授权环卫集团在全市建
设、运营、管理餐厨垃圾处理厂。2017
年，环卫集团投资并负责建设、运营和
管理的重庆首座区县餐厨垃圾处置项
目在黔江投用，每年可处理餐厨垃圾
5.5万吨。

此后，环卫集团在永川、合川、綦
江、涪陵等地相继建设了餐厨垃圾处
理项目，中心城区以外的餐厨垃圾日
处理量达到1000吨。

现状

重庆环保产业上世纪

70年代起步，目前在西部呈

现技术领先、产业链完整度

领先、对环境保护事业的支

撑 能 力 领 先 三 大 亮 点 。

2019年，我市环保产业从业

单位 1558家、实现营业收

入1032.82亿元。

不足

营业收入上10亿元的龙头

企业少，小微企业多；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技术、装备、产品少；研

发投入少，不到营业收入的1%，

无法满足新时期环保产业发展的

高要求。
环保
产业

在技术、产业链完整度、环保支撑能力上发力

重庆环保产业在西部实现“三领先”
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廖雪梅 向菊梅

市环保产业协会提供的数
据显示，2015 年，我市环保产
业营业收入仅 503.23 亿元，
2019年达到1032.82亿元，年均
增幅在20%左右。

“在行业高速成长的同时，
也存在危机感。”重庆市环保产
业 协 会 会 长 张 勇 说 。 列 入
2019 年度统计分析的 1414 家
环 保 企 业 中 ，大 型 企 业 占
3.61%，中型企业占 18.18%，小
型企业占31.61%，微型企业占
46.61%。市场以小微企业为
主，营收最高者不足 30 亿元，
与外省市动辄上百亿企业差距
悬殊。这导致企业在融资、采
买先进设备、技术创新等方面
都存在局限。

除了企业规模“小、散、弱”
以外，研发薄弱是重庆环保产
业的另一个短板。2019 年重
庆环保产业科技研发投入9.06
亿元，占重庆市研究与实验发
展（R&D）经 费 总 支 出 的
1.97%，占环保产业整体营收不
足1%。

此外，重庆环保装备制造
能力不足。“水处理工程项目用
的成套设备和监测设备，大多
以外地产品为主，重庆本地产
品的市场占有率很低。”张勇举
例说。

做强重庆环保产业，关键
在于创新。就降碳而言，“中央
刚刚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这将
催生万亿级新市场。”张勇说，
从碳监测、碳储存再到碳利用
等，都是全新的领域，重庆环保
科研机构和企业，并不缺乏“弯
道超车”的机会。抓住机会，靠
的是技术创新能力。

环保产业欲“弯道超车”
关键在技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