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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废为宝，绿色科技领跑全国
高
层
论
道

2007年之前，湖南万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容） 从冰淇淋包装起家， 做到塑料薄壁容器的全国老
大；2007年之后，万容积极投身于科技环保产业，自主
研发拆解技术，3年时间里，它已成为全国环保科技的
领跑者，国家相关领导前来考察，破例把湖南列入第一
批与京津沪比肩的9大家电以旧换新试点。
如 今 ， 这 里 拆 解 着 湖 南 90% 的 废 旧 家 电 ， 所 有 设
备 均 自 己 研 发 ， 并出售到其他 省 份 ，打造 了 电 子废 弃
物处置与资源回收绿色产业链， 成为全国环保科技的
领跑者。

■记者 王梦颖 实习生 刘珊珊
机。

率先承担湖南废旧家电的拆解重任
2009年初， 国家为扩大内
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
长方式转型，启动了家电“以旧
换新”试点行动，在全国选定了
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9个省
市作为试点， 长沙市作为9省市
中唯一的非沿海地区城市被列
入。在此之前，在包装业首屈一
指的万容顺利完成了转型，瞄准
当时并非热门的环保领域，致力
于“
电子废弃物的环保处理与资
源回收利用”，并自主研究、开发
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处理技术和
装备。当国家“家电以旧换新”试
点行动启动时，万容凭自身良好
的实力积淀，以从容的气度抓住
了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成为了
长沙市唯一具备资质的试点拆
解企业。
9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长沙经开区的万容科技公司的
电子废弃物拆解示范工厂。厂房
有四条流水线，分别拆解报废电
视、冰箱、汽车、空调和洗衣机
等。工人们忙碌于生产线上分拆
整机作业， 有的则操纵机器作
业。 现场虽然是高度机械化作
业，但记者一行彼此语言交流很
轻松， 丝毫不受设备运转影响，
万容科技总经办主任解海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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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噪声经控制处理后仅有70
多分贝。
“这里所有的拆解机器都
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解海涛
说， 无污染的作业可以适当交
给个人去做， 有污染的作业就
要交给机器， 这样可以实现人
机结合，效率更高，更环保。
记者看到一台冰箱从机
器的入口处进去，然后从机器
的另一头滑出铁、铜、塑料、泡
沫， 分别落入四个篮子里，时
间不到2分钟。 机器作业的同
时，旁边有视频“直播”着整个
拆解过程。拆解过程中产生的
粉尘、废气等污染物质通过脉
冲除尘器、 活性炭吸附等装
置， 在机器内部即已完全处
理。
“公司 承担 着湖 南 大量的
报废家电拆解处理任务，公司
利用自己研发的技术和装备，
在环保的前提下，实现了废弃
物的资源综合利用。” 万容科
技副总经理、中国环保产业协
会循环经济委员会专家张宇
平博士说，公司追求的主旨就
是“科技、环境、资源”，这和湖
南省提出的“转方式、促两型”
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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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湖南万容科技有限公司 ，工人在生产线上拆解废旧电视
记者 童迪 摄

自主创新，领跑科技环保时代

“以往很多省市的电子废弃
物都以人工简单拆解的方式进
行处理，难处理、低价值或没有
价值的东西就被付之一炬，但这
种办法效率低、 环境保护差，不
利于有毒有害物质的防治，无论
是对人、对环境都会产生极大的
污染。”张宇平博士说，在公司转
型之前，他们就已经认定环保科
技是以后的发展趋势。但当时在
全国有个尴尬的局面，就是大量
报废家电流入二手市场，正规拆
解企业在货源得不到保障的前
提下，不敢贸然引进国外昂贵的
机械化处理设备。
张宇平说，当时有些企业进
行纯人工的拆解，就是几十个工
人拿着斧头、 锯子劈里咣当地
拆，效率十分低下，而且拆解过
程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无法
集中处理。当然，还有部分企业
打算花上千万人民币高价引进
国外先进机器处理报废家电。在
这种背景下，万容走上自主研发
之路。
2007年，万容科技自主研发
的“废印制电路板物理回收技术
与设备”， 通过了国家信息产业
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被评为
“国 内 首 创 ，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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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2008年，公司“电子废弃物
热固性塑料的再生利用技术开
发”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国家
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立项资
助，2010年，“废旧冰箱无害化处
理及资源回收设备”通过了国家
工信部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结
论是“该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空
白，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一系列自主创新成果和良好的
社会影响吸引了国家有关部委
领导纷纷前来视察。
万容 科技 每年 投 向自 主研
发的经费不下600万， 接下来他
们的任务是研究在第一批国家
“家电以旧换新” 试点中所有拆
解处理企业所急需的一些重要
的共性和关键技术，以便继续为
行业提供持续的、更好的环保型
资源综合利用装备。
4年时间， 万容科技以自主
创新为源源不绝的“动力”，打造
企业的研发、制造、处理、资源深
加工成为一条“城市矿产”资源
开发绿色环保产业链。“公司目
前在国内电子废弃物处理装备
销售市场上所占份额居国内第
一。”张宇平说，掌握自主创新，
就掌握了科技环保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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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周强一再强
调， 湖南发展已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 湖南发展已进入快
车道， 经济总量迈上了新台
阶， 但加快发展的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繁重， 面临资源环
境日益严重的约束， 必须大
力推进改革创新， 走自主创
新发展之路， 努力构建具有
湖南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的
典型经验。
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徐
守盛表示： 大力培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 大力推进自主
创新，最终实现资源利用。要
实现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的目标，实现优化发展、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人本发展，
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 环境
友好型社会， 争做科学发展
排头兵。

湖南省社科院财经研究
所所长尹向东： 一个企业要
创新， 首先需要政府给予充
分支持，比如优越的信贷、投
资环境，其次，公司要积极培
养人才，扩大人才储备，不拘
一格降人才，第三，要积极学
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做到
“为我所用”。我认为，湖南万
容科技有限公司具备以上三
点， 所以能让湖南的电子废
弃物拆解技术领跑全国。

一台家电（洗衣机、电视
机、冰箱）回收成本是50元到
小
常 80元不等， 拆解后产生的塑
识 料、有色金属可以出售，价格
和回收成本基本持平， 但公
司花钱进行泡沫焚烧的成本
又消耗了几十块钱。 家电拆
解公司收入大致分为三块：
卖拆解机器、 卖拆解后原料
和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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