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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宣言》

前　言
Foreword

<Jinan Declaration>

我们，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和多国同业公会

（商会、协会）组织代表，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中国济南，举行以“共同面对 -- 废旧轮胎与

循环经济”为主题的第二届轮胎（橡胶）循环利用

国际合作会议（简称“济南国际合作会议”），旨

在推动全球轮胎循环利用事业的合作与发展。

We, China Tyre Recycl ing Associat 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Industry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ssociation) organize their representatives to hol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on Tire 

《济南宣言》发布说明：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在中国济南举行的，

包括国内及多国同业公会（商会、协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二届轮胎（橡胶）循环利用国际合作会议”上，

就形成的“第二届轮胎（橡胶）循环利用国际合作会议济南宣言（讨论稿）”（简称《济南宣言》）进行

了宣读，并在全行业征求意见。

“第二届轮胎（橡胶）循环利用国际合作会议”是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着力打造的行业品牌会议，《济

南宣言》作为指导今后一个时期行业对外合作交流与宣传的框架性文件，以及本次国际会议重要的标志性

成果，在国家强调“内外双循环”的当下，具有极强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济南宣言》在起草时，遵循一般“宣言”的求同原则，重点挖掘并将参会各方共同关心而又比较容

易达成共识的问题列入“宣言”；同时也考虑到了“先易后难”的合作原则，从达成共识、会议交流、资

讯沟通等容易产生早期合作成果入手，然后再逐步向深度合作推进；“宣言”中还特别预设了诸如避免“泛

政治化”条目，杜绝今后国际交往中引起不必要的因“非专业因素”带来的麻烦；在“宣言”的行文格式上，

总体上以国际惯例为主（如中英文对照行文），参照了国家和地方不同层级、不同内容“宣言”的样式，

同时也保留了中文表述习惯与本行业的特点等。

《济南宣言》于今年 1 月中旬完成初稿后，国际会议前在协会秘书处征求过两次意见；本次按照国际

会议要求，截至 5 月 18 日又根据行业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调整，形成了正式的《济南宣言》，现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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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er) Recycling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Jin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between 21-

23 April, 2021 in Jinan, China. The conference theme is 

"Face Together--Waste Tires and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conference aims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tire recycling industry.

为此，各方共同达成“第二届轮胎（橡胶）循

环利用国际合作会议宣言”（简称《济南宣言》）

合作框架，并通过会议、互访、交流为依托，以及

不定期会晤和各领域广泛对话，全面落实这一规划。

For this purpose, the parties have jointly reached the 

cooperation framework of "Declaration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on Tire (Rubber) 

Recycling" (referred to as the "Jinan Declaration"), and 

implemented the framework in an all-round way through 

conferences, mutual visits and communications, as well 

as irregular meetings and extensive dialogues in various 

fields.

各方将做好年度评估，向各签约国同业公会（商

会、协会）通报情况，并视情考虑进一步提出补充

倡议。

Each party will make a proper annual assessment, inform 

situation to the trade unions (chambers of commerce, 

associations) of each signatory country, and consider to put 

forward further supplementary initiatives as appropriate.  

一、我们共同面对和探索橡胶资源匮乏与巨量

废旧轮胎（橡胶）可循环利用方式的事实，亟需通

过旧轮胎翻新、废轮胎生产再生橡胶、废轮胎生产

橡胶粉、废轮胎（橡胶）热裂解等手段，以资源化

为主无害化兜底为前提，合理的解决资源获取与环

境保护问题。

1. we jointly face and explore the fact that rubber resources 

are scarce and a large amount of waste tires (rubber) can be 

recycled, urgently apply the old tires refurbishment, waste 

tires production of recycled rubber, waste tires production 

of rubber powder, waste tires (rubber) thermal cracking 

and other method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resource 

harmless recovery, the problem of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reasonably solved.  

二、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的行业发展方向应当是：以生

态环境保护为根基，以实现循环发展为驱动力，以

节能减排为路径，以获取再生资源为目标，积极探索

适合各国国情、对世界轮胎循环利用事业发展提供

可借鉴、对人类生态环境保护有所贡献的普惠之道。

2. we are convinced that what we are engaged in is a cause 

that will benefit the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ur 

industry development direction should b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s the found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as the driving force, 

with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s the 

path, to obtain renewable resources as the goal, actively 

explore suitable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ire recycling,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mankind.  

三、我们认为，在轮胎资源循环利用领域，世

界各国同业依据各自的国情和条件，不懈地致力于

探求轮胎资源循环利用解决之道并有所成就的同时，

仍然会共同面对着大量的未解难题，唯有以开放、融

通、合作的态度与方式，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正确

选择。并且，随着国际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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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扩大，合作主体更加多元，突破困境，解决难题，

实现共赢，远优于一域一地的“孤军奋战”。

3. we believe that in the field of tire resources recycl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hould depend on thei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constantly committed 

to explore tire resources recycling solution and reach 

some achiev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still be a lot of 

unsolved problems. An open, inclusive and cooperative 

approach is the correct choice for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problems. Moreover, as the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tinues to enrich, the areas of cooperation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ubjects of cooperation become 

more diverse, the aim of cooperation i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solve problems and achieve win-win results, 

which is far better than the "fight alone" in one or another 

process.  

四、我们欢迎并赞赏参会各方以“济南国际合

作会议”为发端，通过介绍、交流各国同业发展的

概貌、经验与问题，通报各自前沿创新研究成果，

先易后难，厚植合作基因，久久为功，必将使之成

为全球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同业团结合作的响亮品牌

和引领国际业界合作的样板。

4. we welcome and appreciate participates to take "Jin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as hardcor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exchange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experience and 

problem, inform their cutting-edge innovation research 

results. Starting from the simple part,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perseverance will make it become 

a resounding brand of global tire resource recycling 

industry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and lead th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y cooperation.

五、我们呼吁更多的全球同业组织、各国政府

及国际社会，切实加大对轮胎资源循环利用等发展问

题的关注，并展示出实质性的诚意，优先支持解决轮

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中带有共性的、最基本的迫切问

题，以及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5. we summon mor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actically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to tire resources recycling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order to show substantive 

sincerity, give priority to support the solution of the most 

common and basic urgent problems in the tire resource 

recycling industry,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we face in achieving independ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六、我们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发生怎样深刻复

杂的变化，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地球及

与人的相互关系没有改变，人们追求资源与环境和

谐统一的基本面同样不会改变。我们的合作目标在

于推动轮胎资源循环利用的合理化，以及全球从业

者的福祉与正当利益。我们追求业界的稳定和繁荣，

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化倾向。

6. we stress that no matter how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earth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on which our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epends, will 

not change, nor will the fundamentals of people's pursuit 

of harmony betwee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ob jec t ive  o f  our  coopera t ion  i s  t o  promote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ire resource recycling, as well as 

the well-being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global 

practitioners. We pursue th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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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nd oppose all forms of politicization.

七、我们共同确定将上述共识作为“济南国际

合作会议”合作实践的早期成果，以《济南宣言》

为名，以公平、公正、合理地发展为原则，以维护

和促进合作成员的正当权益为目的，以致力于合作

共赢为核心，努力构建一种新型国际同业互助关系，

并将致力于推进落实，确保实施。

7. we will determine together the above-mentioned 

consensus as the early practice results of "Jin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In the name of 

the <Jinan Declaration>, based on principles of fairness, 

impartiality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teamwork member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itted the win-

win cooperation as the core, strive to build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utual assistance relationship, 

aims to promote and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八、我们郑重宣示，《济南宣言》各成员将本

着真实亲诚的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致力于建立和发展

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守望相助、团结协

作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此，我们将于会议结束后，

着手建立联络、会议、合作机制，以确保合作实施

在《济南宣言》框架下的可持续性，并于适当的时

候建立旨在更加紧密的全球性合作组织机构。

8. we solemnly declare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Jinan 

Declaration> will, in the spirit of sincerity, affinity and 

good faith and the right approach to justice and interests,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peration featuring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win-win cooper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mutual assistance, solidarity and 

coordination. In this regard, we will,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initi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liaison, meeting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Jinan Declaration>, and to 

establish, in due course, an organization for closer global 

cooperation.

九、我们对在中国济南举办的第二届轮胎（橡胶）

循环利用国际合作会议取得的初步成果表示欢迎，对

参加会议演讲嘉宾们的无私分享表示赞赏。我们衷心

感谢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在“济南国际合作会议”

期间给予参会各方的热情接待和便利。

9. we welcome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on Tyre (Rubber) 

Recycling, which was held in Jinan, China, and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the guest speak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onference for their selfless sharing.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China Tyre Recycling 

Association for its warm reception and convenience during 

the "Jin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十、第二届轮胎（橡胶）循环利用国际合作会

议决定：第三届轮胎（橡胶）循环利用国际合作会

议将于 2022-2023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

10.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on Tyre (Rubber) Recycling has decided th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ference on Tyre (Rubber) 

Recycling will be hel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tween 2022-2023.

2021 年 5 月 28 日

May 2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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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

展览会邀请函

各会员单位、有关单位：

橡胶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废旧轮胎综合利用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社会效益显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遵循轮胎资源“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的原则，做到转变生产方式和推动科技创

新并举，全面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实现绿色、

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览会在政府主管

部门的指导下，在业界广大同仁的支持和参与下取

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展示我国轮胎

循环利用行业发展的专业平台。2021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览会

与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同馆举办。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诚邀政

府领导、业界企业、行业专家、相关人士、主流媒体，

莅临欢聚，共襄盛举！

特此诚邀，敬祈惠允！

展会信息：

一、主办单位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

二、承办单位

中联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三、支持单位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四、展品范围

（一）翻新轮胎产品、轮胎翻新设备及原辅材料

1. 工程机械翻新轮胎、载重汽车翻新轮胎、轿

车翻新轮胎等。

2. 轮胎翻新设备：包括胎体打磨设备、胎面压

合设备、轮胎硫化设备、包封套生产和拆装设备、

胎面胶生产设备、导热油炉加热设备以及其它新型

工艺设备。

3. 轮胎翻新模具、专用工具及附件。

4. 轮胎翻新原辅材料：包括预硫化胎面胶、中

垫胶、胶条、粘合剂、硫化内胎、硫化气囊、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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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和聚氨脂胎面材料等。

（二）轮胎修补设备及修补材料

拆装设备、修补硫化设备、动平衡设备、充气

设备、修补工具及补片等。

（三）废轮胎综合利用产品及设备

再生橡胶、橡胶粉、热裂解以及橡胶制品等。

（四）试验检测设备

轮胎翻新胎体检测设备、翻新轮胎冲压检测设

备、橡胶粉、再生橡胶试验检测仪器等。

（五）橡胶化学品

助剂、炭黑、其它填充剂等。

五、基本信息

布展时间：2021 年 9 月 13-14 日（星期一至星

期二）

展览时间：2021 年 9 月 15-17 日（星期三至星

期五） 

展览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市浦东

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收费标准：（略）

联系方式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

联系人：

朱玉珍　010-68040030  139 1006 5707（微信同号）

奚丽君    010-68041670  135 2133 1287（微信同号）

张    琼    010-68041890  130 1182 7048（微信同号）

张鲁明    010-68041890  131 6125 9566（微信同号）

金    瀛    010-68041670  185 1156 4773（微信同号）

邮 箱：ctra@ctra.org.cn

中联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金贵  王鹏

电 话：13911055223（戴金贵） 

                010-53779794  53779792

传 真：010-53779608

邮 箱：djg@chrubber.com & wp@chrubber.com 

附件：第十八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

览会参展回执表（略）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

2021 年 5 月 26 日

关于召开全国废轮胎综合利用工艺技术

创新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

我国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高质量和健康有序发展的

关键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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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落实国家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

总体目标，引导我国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企业在日

益严峻的环保督察中提升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促进

我国废轮胎综合利用绿色发展新技术交流与合作，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中国轮胎循环利

用协会再生橡胶分会、橡胶粉及应用分会、橡胶循

环利用制品分会定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全国废轮胎综合利用工艺技

术创新研讨会（2021 年）”，诚邀相关部门、行业

专家以及再生橡胶、橡胶粉生产、应用等环节知名

企业到会交流分享行业发展新成果，探讨废轮胎综

合利用行业所面临的发展难点、热点和焦点，以及

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重新找到废轮胎综合利用的

发展路径，推动我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绿色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科技创新谋突破 凝心聚力共发展

二、会议组织单位、时间和地点

（一）主管单位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

（二）主办单位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再生橡胶分会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橡胶粉及应用分会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橡胶循环利用制品分会

（三）协办单位

黑龙江中实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四）支持单位

三河市长城橡胶有限公司

东莞市运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五）会议时间、地点

1、时间：2021 年 6 月 28 日 -30 日

2、地点：哈尔滨哈工大美居酒店（哈尔滨市香

坊区和兴路 81 号）

3、日程：

2021 年 6 月 28 日（周一）

13：30 － 21：30　参会代表报到

2021 年 6 月 29 日（周二）

07：30 － 12：00　研讨会

13：00 － 16：00　参观中实再生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周三）　　

会议结束返程

三、会议拟研讨议题

1、贯彻落实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

2、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向

3、橡胶粉行业创新工艺技术与装备

4、废轮胎综合利用“生态橡胶”的开发与利用

5、GB/T 19208-2020《硫化橡胶粉》标准解读

6、再生橡胶和橡胶粉在橡胶制品中的应用

7、“双碳”背景下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发展路径

四、会议形式

技术讲座、圆桌交流及现场参观

五、参会人员

行业相关领导、业内权威专家、再生橡胶、橡

胶粉及橡胶循环利用制品生产企业代表、媒体等。

六、会议费用及其它事项   

（一）会议注册

为提前做好会议食宿等会务安排，请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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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学习组

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5 月 23 日至 25 日 , 中轮协、中拆协、中散协联

合党支部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学习组，组织工作

人员赴重庆“渣滓洞”、“红岩魂陈列馆”、“桂园”

和“红岩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重庆行主题党日

活动，以期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继承发扬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努力提高大家爱党

爱国的思想政治觉悟。

详细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并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前发送至协会秘书处邮箱进行注册。

（二）参会费用

预报名：6 月 25 日前报名并将会议链接分享至

朋友圈并截图发送至会议负责人即可享受会议价格

为：会员 1380 元，非会员 1880 元。费用包含：会议费、

资料费、会议期间餐费、参观费等，不含住宿费。

（三）关于住宿酒店推荐

哈尔滨哈工大美居酒店

地 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 81 号

房 价：大床房 / 双床房 290 元 / 间 / 天（含早）

电 话：18686707657（文良）

（四）汇款账号 

目前尚属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期间，为减少会

议报到时间参会代表聚集，请参会代表务必提前进

行会议注册及汇款，同时为方便已交费参会代表报

到当日取得发票（需 6 月 25 日前提供单位税号），

现场缴费需提供开票信息，发票统一会后邮寄。

收款单位：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北京甘家口支行

账    号：11001085600056011043

七、协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奚丽君：010-68041670  13521331287（微信同号）

金    瀛：010-68041670  18511564773（微信同号）     

附件：参会回执表（略）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再生橡胶分会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橡胶粉及应用分会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橡胶循环利用制品分会

2021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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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岩魂陈列馆，大家观看革命烈士斗争事迹

展览；瞻仰歌乐山烈士陵园，缅怀叶挺、江竹筠、陈然、

许建业等革命先辈，凭吊革命先辈们在身陷囹圄时展

现出的“面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

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

歌埋葬蒋家王朝”的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感悟他们在“狗的洞子里”迸发出的“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将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宁为玉碎不为

瓦全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默咏他们发自心底的“为

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

的英勇而悲壮的旋律。

在重庆谈判暨《双十协定》签字处的桂园，回

顾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革命志士们在以周恩来为

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反对投降、倒退、分裂，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史，领会革命前辈们为实现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舍

生忘死，不畏牺牲、团结奋进，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

在人民解放碑下，大家瞻仰矗立近八十年的雄

伟建筑，凝望刘伯承元帅为其题写的碑名，追思这座

丰碑的光辉历史——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也标志着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它是全

国唯一的一座纪念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主题碑，是

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御外来入侵第一次取得全面胜

利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历尽磨难与艰辛，取得全国解放的胜利象征。

从渣滓洞到红岩村，再到人民解放碑，三个地方，

凝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的历史，展现了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免

除下一代的苦难、赢得中华民族彻底解放而抛头颅、

洒热血、前赴后继的斗争史。通过参观和瞻仰，大

家受到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和思想上的升华。有的同

志说，这次活动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不但要倍感珍惜，而且更要努力奋斗，把我们国

家建设得更加强大，这样才能对得起革命先辈和我

们的子孙后代。有的同志表示，过去只是在小说中

读到江姐等革命烈士们的英雄事迹，通过这次实地

瞻观，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革命烈士们惊天地

泣鬼神的大无畏精神，将鼓舞着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看到大家情绪如此高涨，朱军同志欣慰地说，

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所孕育出来的红岩精神，

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志士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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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

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

精神财富。我们来此观瞻的目的，就是要来学习革

命前辈们立志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

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学习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执着的追求、

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情操、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革

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朱军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

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

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

风霜而本色依旧；正是有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筚路

蓝缕、砥砺前行、历尽坎坷、百折不挠，才使得我们

伟大的祖国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我们不

但要增强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事事、

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

矢志拼搏奋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朱军同志坦言，三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大

家都感到紧张而充实，在思想上的都有所收获，这

次活动收到了预期效果。今后我们要继续组织大家

深入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深刻领会“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精神，将政治理论学习的成果

转化为努力工作的动力。 

◆来源：吉通

为进一步了解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节能和碳

减排的情况，为政府主管部门政策制定提出数据支

撑，受行业碳中和相关政策建议，受政府有关部门

的委托，2021 年 6 月 2 日至 4 日，中国轮胎循环利

用协会会长朱军赴福建调研行业节能减碳情况。本

次调研的单位有：厦门市同安吉祥橡胶制品有限公

司、漳浦宏力轮胎翻制厂、晋江东风橡胶有限公司、

厦门柯隆橡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环科集团

三明市高科橡胶有限公司、福建省正坤橡胶科技有

限公司。其中轮胎翻新生产企业 3 家，轮胎翻新、

废轮胎加工利用企业 1 家，再生橡胶生产企业 1 家，

朱军会长赴福建调研行业节能减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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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及检测企业 1 家。

调研期间，朱军在生产现场深入了解轮胎翻新

生产每道工序能源消耗、设备运行和产品质量的情

况，了解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认真听取企业发

展情况的介绍，剖析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厦门

市同安吉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添喜、漳浦

宏力轮胎翻制厂总经理陈武力、晋江东风橡胶有限

公司蔡荣培、厦门柯隆橡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红良、福建环科集团三明市高科橡胶有限公司董

事长严国民、福建省正坤橡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菊英分别介绍了本公司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

向，并就朱军所关心的各单位生产技术工艺及装备

的节能情况、主要工序的能耗情况和环保设施的运

行情况、产品质量控制情况以及国内外市场销售情

况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大家还就行业所面临的形势、

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情况、加强行业规范公告管理，

以及如何破解制约行业发展的难题和推动行业实现

绿色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此期间，朱军还与福州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

家进行了座谈，就如何发挥院校的科研和人才优势，

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

调研企业介绍

厦门市同安吉祥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原厦门市

宏面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公司主要从事

轮胎翻新制造、加工、销售，兼研制改良翻新轮胎工

具。目前主要产品是采用预硫化工艺的冷翻工程胎，

为厦门集装箱各码头和国内各矿山使用，年生产量

约 3500 条（45500 标准折算条 )。目前公司正尝试探

索轮胎生命全周期的增值服务提供解决方案，使轮

胎能够多次回收使用，提高轮胎制造者的竞争力。

该公司系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会员单位。

2019 年，公司被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授予 2017-

2018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质优产品先进会

员企业” 荣誉称号。

宏力轮胎翻制厂成立于 2008 年。该公司系中国

轮胎循环利用协会会员单位。公司主要从事轮胎翻

新制造、加工、销售。公司采用节能、环保、清洁、

高效、智能的新技术、新工艺，优先采用政府部门

发布的自动化技术装备，应用自动化智能装备，配

备了轮胎悬挂滑轨、数控打磨机、数控硫化罐等设备，

建立了稳定的产品质量保障系统，对翻新轮胎产品

实施全流程质量管理。公司已与国内外多家公司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新老客户提供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

晋江东风橡胶有限公司（原晋江东风橡胶厂）

始建于 1985 年，是一家生产轮胎翻新、再生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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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粉及橡胶制品的股份制企业。公司“锦亭”牌

商标 2004 年被评为“泉州市知名商标”，2005 年被

评为“福建省著名商标”； 2014 年成为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告的符合《轮胎翻新行业准入条件》企业（第

一批）；2015 年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公司的“综

合性废旧轮胎资源再生利用项目”，列为“国家资

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

该公司系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副会长单位。

2019 年，公司被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授予 2017-

2018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质优产品先进会

员企业” 荣誉称号；2021 年，公司被中国轮胎循环

利用协会授予 2019-2020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

行业节能环保先进会员企业”荣誉称号。

厦门柯隆橡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橡塑行业生产、贸易、检测、标准化服务于一

体的技术创新、项目模块化、专业投资合伙经营型

的公司。该公司系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会员单位。

关联企业——福建省卓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 04 月，是一家从事合成新材料技术研

发、生产的企业，主导产品复合助剂广泛用于橡塑

行业。公司致力于自主创新、技术研发，先后与华

南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福州大学、中国铁道

研究院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2020 年获得福建省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2021 年与

福州大学联合成立了绿色新材料联合研发实验室。

关联企业——福建印石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是一

家通过 CMA 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专业从事橡塑

材料及制品方面的检测服务。现拥有检测人员十余

名，专业检测设备 40 余台，实验室面积达 1000 多平

方米。

福建环科化工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原系沙县福

利化工厂）创建于 1983 年，2000 年改制更名为福建

省三明市环科化工橡胶有限公司，2005 年 12 月组建

福建环科化工橡胶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成为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告的符合《废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准入

条件》企业（第一批）。公司主要利用回收废轮胎

（橡胶）生产再生橡胶，年生产“昂福”牌、“环科”

牌各种再生橡胶 3.6 万吨的生产规模（其中高品质精

细轮胎再生胶 1.5 万吨，精细轮胎再生胶 1.5 万吨，

精细丁基内胎再生胶 5000 吨，浅色再生胶 3000 吨），

精细轮胎橡胶粉 2 万吨、橡胶颗粒 1 万吨，松焦油

5000 吨、松轻油 300 吨、聚丙烯酸钠 1800 吨。是全

国废旧橡胶轮胎综合利用行业中集产、供、销、研

于一体的大型企业。2013 年由于国家建设三明北站

征用了公司的部分土地，以及银行贷款紧缩等原因，

致使目前公司经营困难。

福建省正坤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原福清市正坤

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 2010 年 1 月。公司主营

业务是以优质的轮胎翻新加工为主；并致力于为轮胎

客户提供专业化，智能化，科学化的轮胎管理使用

方案，以及与橡胶有关的相关业务和咨询。公司通过

智能化和云平台的管理系统，充分运用数据的分析，

使轮胎的管理更科学更规范，不断提高车辆的安全系

数，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降低了客户的维修和使用

成本，大大的降低了车辆的事故率，确保车辆的安

全性。公司已为多家专业运输企业量身打造具有自

身优势的轮胎使用方案，服务群体包括有公交公司、

物流客户和海外客户等。公司在江阴新港国际集装箱



18
中国轮胎资源综合利用 CTRA

2021 年 第 6 期

朱军会长率协会秘书处、杂志社有关

部门人员赴三河市长城橡胶有限公司调研

6 月 8 日，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朱军会长与协

会业务二部主任再生橡胶分会秘书长奚丽君、协会

业务一部负责人张琼、《中国轮胎资源综合利用》

杂志社主编皮飞一行四人，前往三河市长城橡胶有

限公司开展工作访问，就该公司研发的“生态橡胶”

进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此行下车伊始，便直奔调研主题。

在长城公司总裁办公室，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

会执行副会长、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再生橡胶分

会会长王万友，首先就“生态橡胶”在名称、工艺、

制备流程、主要技术检测指标、国际有害物质检测比

对结果、专利审请批复、理化机理论证以及产品工

业化生产、市场销售等方面的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

朱军会长边听边记，不时有插话询问。在介绍环节

结束后，朱军还与王万友就近一个时期再生橡胶行

业的一些新情况、新动向进行了相互通报。

接着，长城公司安排协会一行移步公司实验室，

就前面介绍的“生态橡胶”研发情况通过实验室实

验当场验证，提取现场实验数据：实验人员在现场

割取工程胎胎面为原料 -- 剪碎混炼 -- 添加助剂、

调整辊距 -- 再行捏炼出片 -- 在一定温度、时间控

CTRA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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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设立轮胎管理服务中心，为港区内外的各家物

流公司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与维护保养，得到港区内

外的各大物流公司的认可。目前公司的产品在福建、

江西、广东等国内市场，以及非洲、拉美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得到应用。

该公司系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会员单位。

2019 年，公司被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授予 2017-

2018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质优产品先进会

员企业” 荣誉称号；2021 年，公司被中国轮胎循环

利用协会授予 2019-2020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

行业科技创新先进会员企业”荣誉称号。公司董事长

高菊英 2019 年和 2021 年分别被授予 2017-2018 年度、

2019-2020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企业管理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来源：吉通



19
中国轮胎资源综合利用 CTRA

2021 年 第 6 期

CTRA News

会动态协

制下硫化 -- 得到实验室“生态橡胶”产品 -- 进入

拉伸强度、门尼粘度等数据检测。所得拉伸强度达

到 15Mpa，扯断伸长率达到 450-470%，门尼粘度达

到 50-60。实验证明“生态橡胶”产品可以避开传统

再生橡胶生产不可或缺的脱硫环节，摈除产生污染

所必须的工艺，且大多产品数据还优于传统产品的

同类指标。在场人员在整个实验过程没有嗅到熟悉

的通常再生橡胶生产环境中的刺激味道。

接下来，王万友陪同朱军一行进入长城企业生

产车间，亲眼目睹了“生态橡胶”产品从废轮胎原料

的破碎、细化、筛选、送料、初炼、添加助剂，到混炼、

捏炼、出片，再到根据不同产品需求生产出不同配比、

规格、用途成品的全流程。朱军会长还参观、了解了

长城企业厂区的备料车间、成品仓库、热塑弹性体

产品生产线和职工食堂等，大家边走边聊、饶有兴致。

回到长城公司办公楼，朱军向王万友总裁及在

座的协会和企业人员谈了此行的感想。他说：百闻

不如一见。来之前对“生态橡胶”早有耳闻，前面

听取了王会长的介绍，再通过实验室观摩及下车间

实地考察产品生产线，有了“生态橡胶”在研发上

是务实的、实验上是严谨的、在生产上是成功的，

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闭路系统的印象，对“生态橡胶”

产品生产在节能减排当中发挥的作用给与了充分肯

定。并就“生态橡胶”的科学命名、理化机理论证的

科学表述、产品的主要用途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

议。王万友对朱军会长提出的看法和意见表示首肯，

同时还就近期再生橡胶专业与废轮胎循环利用行业

的动态与朱军做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并对下一步推

动行业创新发展举措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奚丽君主任就将于本月末在哈尔滨召开的“全

国废轮胎综合利用工艺技术创新研讨会”的筹备进

展情况，以及“生态橡胶”有关问题向长城公司王

万友总裁和公司的李志海总经理、李建军副总经理

进行了咨询。

皮飞主编从做好媒体宣传工作、推动行业企业

创新发展角度，对长城公司以行业“急难愁盼”为己

任，长期以来潜心研发“生态橡胶”，立志从根本

上改变传统再生橡胶脱硫工艺制约行业发展的桎梏

所表现出的历史担当与自觉，以及付出的艰辛与努

力表示钦佩；对协企携手推动政府、社会逐步认同“生

态橡胶”产品无害化而最终做出产业政策性改变提

出了个人看法；对通过规范、完善、加快“生态橡胶”

产品的推而广之充满了期待。并表示杂志社将继续

关注“生态橡胶”的规范化、规模化推进，希望“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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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珍秘书长一行赴河南企业走访调研

近日，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朱玉珍秘书长在

协会业务一部负责人张琼及张鲁明副主任的陪同下，

对河南郑州万通汽车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和河南伊克

斯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行了工作访问与调研。

6 月 3 日，朱玉珍秘书长一行首先来到了中国轮

胎循环利用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协会轮胎翻新分会

副会长单位郑州万通汽车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工信部公布的符合《轮胎翻新行业准入条件》的第

四批企业，也是河南省第一家获得行业准入资格的

轮胎翻新企业，郑州万通是目前河南省最具规模和

技术优势的轮胎翻新企业之一，公司的销售网络遍

布河南全省。

郑州万通张秀丽总经理和瞿佳副总经理、以及

技术与生产车间负责人陪同朱玉珍一行参观了轮胎

翻新车间，边看边就企业的轮胎翻新工艺流程和公

司采用的翻新设备进行了介绍。

参观结束后，张秀丽专门召集公司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与协会人员的座谈会，介绍了公司的发展、

目前运营情况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张总介绍说，郑州万通于 2010 年开始转型，采

用奔达可的全套翻新设备和技术，升级投资兴建了奔

达可在国内的第一家轮胎翻新厂，公司的业务由原来

的轮胎销售商逐步扩展为轮胎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紧紧围绕“坚持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和服务”的宗旨，以奔达可引进的先机设备技术以

及员工的严格标准化培训为依托，努力打造“卓越

品质产品 + 高品质的轮胎服务 + 轮胎翻新”的服务

模式，创新提出“无服务 不翻新”的服务理念，将

旧轮胎的可翻新率提升到平均 35% 以上，最高可达

轮胎资源综合利用的曙光”早日成为“普照行业的

冬日暖阳”。

朱军会长在返程中表示，本次工作访问安排紧

凑，求真务实，收获良多。这也表达出了随行人员

的共同看法。

下午，朱军会长一行便返回到了协会驻地。工

作访问从出发、参观调研到返回，整个行程出奇的

顺利。就像人们不免会对“瑞雪兆丰年”抱有美好

祈盼似的，竟生出一种此后会诸事顺遂的惬意。

◆来源：皮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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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4%，第二次翻新率也达到 19%，部分旧轮胎甚

至可以重复翻新三次。通过推行这种服务模式增强

了公司坚持轮胎翻新事业的信心，对于发展陷入停

滞不前的国内轮胎翻新行业更是不啻于一剂强心针，

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路。公司

还紧跟市场需求，于 2020 年开始实施智能化轮胎模

式，通过安装在轮胎上的智能芯片，结合智能管理

软件组成智能管理体系，充分利用分布广泛的线下

服务据点所组成的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对目标车队

的高效管理，极大保障车队安全运营的同时，有效

降低油耗、意外损坏的几率和提升胎体可翻率。此

外，公司积极迎合客户需求适时推出各具特色的“服

务套餐”、“租赁服务”等模式，降低客户运营成本，

吸引更多潜在客户，为服务系统后续在全国的推行

提供有力的支持。

朱玉珍秘书长在听取介绍后，就近期行业发展

动态及协会开展工作情况向张秀丽总经理作了通报，

张琼和张鲁明也就各自分管专业所关心的问题与郑

州万通公司有关负责人交换了意见。

6 月 4 日，协会一行接着走访了工信部公布的第

一批符合《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河南

伊克斯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伊克斯达环境集团总

经理周士峰、技术总监王玉山等接待了朱玉珍一行。

在两位老总的陪同下，协会一行参观了产业园

区内的生产车间、控制中心以及储油罐区等配套设

施，并对智能分拣、智能清洗、智能烘干、智能输送、

智能热裂解、智能仓储、智能控制等生产环节做了

了解。

随后的座谈会上，王玉山技术总监介绍到，河

南伊克斯达公司位于驻马店市汝南县，具有年产 20

万吨废轮胎（橡胶）绿色循环利用项目，总投资 6

亿元，占地面积约 300 亩。产品包括热裂解油、热

裂解炭黑和热裂解气，其中热裂解油经加工后作为

燃料油使用，热裂解炭黑经过粉碎、活化、改性、

造粒制成兼具定制化和高质化的工业炭黑，热裂解

气作为燃气循环使用。该项目按照全流程“工业 4.0”

标准规划建设，采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废轮胎（橡

胶）智能化绿色裂解与炭黑深加工成套设备，以现

代化的生产标准布局，并通过应用伊克斯达集团自

主研发的监控系统，实现了包括安全、环保、效率、

工艺参数等在内的生产全流程的在线智能控制。同

时，工厂内还采用国内领先的除味装备和除尘装备，

对废轮胎（橡胶）热裂解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进

行无害化处理，真正实现“零污染、零残留、零排

放”的目标。公司在湖北十堰建成的废轮胎（橡胶）

循环利用“工业 4.0”智能化工厂也已于今年 6 月 1

日点火调试，进入试运营阶段。

座谈会上，朱玉珍秘书长就河南伊克斯达公司

在当地享受政府相关财税政策、规范监管、土法炼

油对企业的影响，以及工艺装备、技术规范、行业

发展等问题与在座的企业管理层交换了看法。

◆来源：张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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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 专家解读之二 —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

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

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近年来，5G、智能制造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各国争相抢占

产业革命制高点的重要领域。《关于扩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的印发实施，顺应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意见》是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的重要举措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党中央高度重视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去年上半年，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扩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在浙江考察时提出，“要加

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

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

形成发展新动能。”《意见》的出台有力贯彻落实

了党中央战略部署。

（二）抢抓产业变革战略机遇。近年来，全球

经济复苏进程中风险积聚，发展内生动能不足，发达

国家抢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机，加快创新形成

强劲动力。一方面，超前布局前沿领域。全面推动高

速率、全覆盖、智能化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支持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为代表的引领性、颠覆

性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全方位深化融合发展。依托

信息、制造、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先发优势、

综合优势和叠加优势，加快推动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争夺新工业革命主导权。面对新一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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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出台《意见》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培育新增长点增长极。2020 年以来，新

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冲击，战

略性新产业承压前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

年同期增长 2.9%，高于同期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 4.2 个百分点。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

费、医疗健康等新产业新业态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

新动能持续涌现。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

大新增长点增长极，对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下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四）抓关键求变革重实效。为应对国内外风

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意见》从重点产业、

集群发展、资金保障和环境建设四方面提出了 20 条

政策措施。一是聚焦 8 大领域。《意见》紧扣《“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当前各领

域的投资重点，进一步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

发展。二是推进“1+4”集群工程。《意见》明确继

续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提出集

群创新能力提升、产城融合示范、应用场景建设、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等四个重大工程。三是用好 3 类资金。

《意见》提出要统筹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等 3

类资金，确立了“资金跟着项目走、要素跟着项目走”

的投资原则。四是完善 4 项服务。《意见》指出要

进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要素市场化配置、包容审

慎监管、营造投资氛围等服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重点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排头兵，对其他领域带动提升作用明显。当前，新一

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并加速向各领域广泛渗

透，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正成为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驱动

力。《意见》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方向作

了重点部署，涉及面广、针对性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意见》提出推

进 5G 和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建作为未来

数字经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

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未来还将通过数字经济产

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

和乘数效应。

二是加快基础技术创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它安全。”在当前

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尤为重

要。加强对基础技术领域的投资，正与我国努力把创

新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目标相契合。

三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意见》重点部署

在智慧广电、媒体融合、智慧物流、在线消费、医疗

健康等诸多领域推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当前，

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推动

中小微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将有效推动我国制

Media Attention

体聚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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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四是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普惠均等。包括

实施“互联网 +”、推进大数据中心和全产业链大数

据建设等。2021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开局之年，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加快新一代

信息技术应用普惠均等实施发展战略，补全互联网

基础设施短板，有利于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三、产业集群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抓

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先导性和支柱性，

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

建产业体系新支柱。”这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的根本遵循。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式发展是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形态，能够有效发挥产业集

聚效应，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

《意见》以一个目标为牵引，以四大工程为

着力点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一个目标是构建

“十百千”的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具有综合性、全局性、战略性的特征，是我国

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有

区域性、专业性、先导性的特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新新兴产业生态具有创

新性、融合性、系统性的特征，能够促进产业的集

群式发展，三者形成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发展格局。

四大工程从创新能力、产城融合、应用场景、公共

服务等方面，对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形成支撑。

具体来看：

一是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发挥各类创新中心对

集群的带动作用，加大创新平台和协同创新平台的

建设，更好发挥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的作用，增强

集群创新引领力。

二是产城融合示范工程。通过产业生态综合体

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产城融合能力，进一步探索

“核心承载区 + 投资建设公司 + 专业运营公司”建

设新模式、探索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试点，实现以产促城、以城兴产。

三是应用场景建设工程。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营造应用场景中的关键作用，面向特定市场主体

发布应用场景项目清单，建立应用场景激励机制，

择优对应用场景示范推广，并给予应用方补助，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

四是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在专业化产业集

群促进机构、标准数据参考、通用性服务平台、新基

建等方面提高产业集群公共服务能力，《意见》进一

步明确各地要建设产业集群创新和公共服务综合体。

《意见》的出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下一步发展

指明了方向，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重要支撑。相信在各级政

府的大力推动下，金融机构的关心支持下，企业的

积极响应下，全社会将不断凝聚合力，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

动国民经济行稳致远。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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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服务创新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成功举行

为助推河南省物流业蓬勃发展，帮助物流企业

吸引发展新要素，塑造合作发展新优势，5 月 19 日，

由河南省物流协会主办、郑州万通汽车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承办的《服务创新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在郑州万通公司成功举行。

会议分析形势，捕捉先机，通过相互学习相互

交流，致力于企业降本增效，助力物流行业蓬勃发展、

共同进步。有近三十家物流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研

讨会。

会上，河南省物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霞分

恒誉环保入选“2021 年度山东省

制造业高端品牌”

近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2021 年

度山东省高端品牌新增培育企业名单》，恒誉环保

榜上有名。

该培育工作按照“重点培育、动态管理、争创

国际知名品牌”的要求，依据地方标准《制造业高

端品牌企业培育第 2 部分 : 评价规范》和团体标准《服

务业高端品牌企业培育指南》，经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委托第三方对材料初审、信用核查、专家评审、

综合评价等工作程序，最终推出“2021 年度山东省

制造业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名单，恒誉环保成功入选。

恒誉环保自成立以来，品牌战略一直受到公司

重视，公司有计划的实施了“科技为首”、“品牌效

益及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内塑品质外塑品牌，经

过多年的品牌建设，公司在“有机物裂解技术”研发、

制造领域知名度逐步提升，国际、国内市场领先优

势显著。此次入选充分证明恒誉环保品牌培育工作符

合“质量高、效益高、诚信度高、美誉度高和关联度高、

具有示范效应”的高端品牌培育工作要求。下一步，

恒誉环保将切实提高创新能力，深入实施品牌战略，

着力培育和打造自主品牌，全力打造恒誉环保高端

品牌。

   ◆来源：恒誉环保

Enterprise News

业动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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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了目前河南省物流业发展趋势，指出并分析物流

企业发展经营中的痛难点，表示物流协会将以河南

省“十四五”发展规划为核心，以帮助会员单位模

式创新、资源链接、降本增效等为重点，深化协会

各项职能，提高会员服务水平。

研讨环节，郑州万通总经理张秀丽就本次会议

目的及目前车队对于轮胎管理痛点等问题进行了讲

解。郑州万通公司副总经理瞿佳、技术总监韩庆福

等就公司万通捷、智能轮胎管理系统和轮胎综合解

决方案，以及该系统在通过赋予轮胎新生命、降本

增效与提高标准化、可视化、数字化等方面提升对

用户的服务质量做了详尽介绍。

参会企业代表就合作机制、人才体系缺失、线

上数字化竞争等企业经营痛点及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研讨会后，代表们参观了

郑州万通轮胎文化园。

本次研讨会是助推河南物流企业转型升级赋能

计划之一，对于企业了解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分析

企业经营痛点，分享轮胎综合解决方案及其实施效

应，探讨创新服务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为当地物流业降本增效和健康发展起到了“开新局”

的示范作用。

◆来源：河南省物流协会

近日，三河市长城橡胶有限公司参加了河北省

三河市在北京通州区举办的“协同创新 筑梦三河”

项目推介洽谈会。会上，王万友总裁代表公司签约

了“三河市易阳电商产业园项目”。

据悉，该项目是由三河市长城橡胶有限公司与

香港易商集团共同投资建设，总投资 5.15 亿元人民

币，占地 136 亩，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

认清新形势 树立新观念 

销售新产品 谋求新业绩

6 月 3 日，三河市长城橡胶有限公司召开了的营

销大会，要求全体营销人员在经营中要认清新形势、

树立新观念、销售新产品、谋求新业绩。

王万友总裁在会议上强调：一要认清新形势。

当前，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等方面对我国

进行打压，疫情本身也对我国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二要树立新观念。营销人

员要摒弃旧的管理观念和方式，不要在销售普板上

（下转 P32）

学党史、开新局

长城橡胶公司签约“协同创新 筑梦三河”

重点项目

Enterprise News

业动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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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Interview

业专访企

记 者：您好，张总！万通轮胎一直以来是做

轮胎销售的吧。

张秀丽：是的，万通轮胎做轮胎销售 24 年了，

是“普利司通、风驰通、卓陆士”轮胎的河南总经销商，

在河南省内有经销商和服务网点 150 多家。是普利司

通全国优秀经销商和钻石级合作伙伴。

记 者：作为一个专业轮胎经销商，您对未来

有什么担忧和准备吗？

张秀丽：我们一直在担心未来，随着大数据经

济的发展，经销商这个商业角色，或者说这个细分

行业，很有可能不再被需要。2010 年万通轮胎投资

建成了世界领先的“奔达可轮胎翻新生产线”；2016

——  新思维、新模式，

在不断创新中奋进的万通轮胎

编者按：郑州万通汽车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通轮胎），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公司自成立

以来，专注于轮胎销售和服务，现拥有市场经销和服务网点 150 多家，是“普利司通、风驰通、卓陆士”

轮胎的河南省总经销商。公司将“用户思维、利他思维”融入到轮胎经销全过程，长期服务于郑州公交公

司、长通、双汇、众品、黑豹等多家大中型物流运输企业。公司不断深化与经销商、车队用户的服务关系，

构建了合作利益命运共同体；并通过共商、共建、共赢，形成与经销商和车队用户的价值共享。公司建有“奔

达可”翻新轮胎生产线 2 条，以及“智能轮胎”（芯片模组）的销售运营平台，努力为用户提供完善的“轮

胎服务解决方案”。

作为国内领先的轮胎科技服务型企业和轮胎翻新行业的骨干企业，公司总经理张秀丽带领工作团队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互联网 + 轮胎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的创新发展模式。

公司系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轮胎翻新分会副会长单位。2019 年，公司被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授

予 2017-2018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技术创新先进会员企业” 荣誉称号，总经理张秀丽被授予“中

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科技创新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21 年，公司被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授予 2019-

2020 年度“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科技创新先进会员企业”荣誉称号，总经理张秀丽被授予“中国轮胎

循环利用行业企业管理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近日，《中国轮胎资源综合利用》杂志记者就公司轮胎翻新业务发展及节能减碳等工作对郑州万通汽

车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秀丽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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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建设“轮

胎 服 务 外 包 业

务”；2020 年“万

通 捷 * 智 能 轮 胎

管理系统”上线

运 营。 如 今， 万

通轮胎已经成为

行业领先的轮胎

科技服务型企业，

拥有 18 项专利技术，开始进入轮胎数据化运营阶段。

记 者：万通轮胎转型升级的成效非凡呀，在

这种局面下，您对未来有什么设想？如何推动供应

链与产业链融合方面的想法与做法？

张秀丽：万通轮胎现在定位为“互联网 + 轮胎

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这应该是轮胎产业细分出

来的一个新兴行业，目前还没有发现规模化企业的出

现，万通轮胎希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成为这个细

分行业的领军企业。万通轮胎将协同全省的经销商，

深度进行车队用户的系统性服务，包括轮胎智能化、

数据化平台运营。从经营轮胎，转变为经营用户，构

造彼此的命运共同体，共信、共建、共赢。在拥有大

量车队用户的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打造万通轮胎

共享供应链平台，一站式解决车队汽车、轮胎、配件、

保险、油卡、轮胎管理维护等问题，全面实现数据化、

标准化、系统化运营管理系统，大幅降低车队采购、

运营和油耗等综合成本。

记 者：万通轮胎完全以用户思维、互联网思

维在做事业，请问张总：万通轮胎现在具备的核心

竞争力是什么？

张秀丽：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用户思维，我

始终认为，人的认知是第一生产力，认知不到位，

啥事弄不成。第二，万通轮胎用“技术服务 + 翻新

轮胎 + 智能轮胎”的高性价比组合产品，迅速与车

队用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服务、翻新、智能，形成

数据化运营的系统，彼此就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这种

组合产品是竞争对手无法实现的。第三，就是我们团

队的服务运营能力，一般情况下，做轮胎的、做智

能的，都不懂综合服务，懂服务的又不懂翻新和智能。

这套组合服务运营能力，我们自己磨合了五年之久，

还在不断地改进提升，竞争者是很难复制的。

记 者：张总，我很好奇翻新轮胎的作用和价

值是什么？

张秀丽：首先，万通轮胎采用的是世界领先的“奔

达可”轮胎翻新技术和生产线，是预硫化胎面轮胎

翻新工艺的引领者，奔达可在北美轮胎翻新市场占

有率 50%，年产销总量 600 万条以上，年销售额超

10 亿美元。也就是说万通轮胎的翻新轮胎质量和安

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其次，轮胎可以连续翻新，一

般能达到翻新 2 次以上，好的胎体可以做到 5 次以上，

连续使用万通奔达可翻新轮胎，成本可下降 30% 以

上。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说的“轮

Enterprise Interview

业专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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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翻新，意识翻新”。轮胎连续翻新，成本大幅降低，

但关键是要重视轮胎管理和维护，保护胎体是轮胎

翻新的基础，所以用户必然提升认知，强化了用户

综合成本控制意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价值，

翻新轮胎对于减少碳排放的贡献巨大。

记 者：张总，刚才您提到了“轮胎翻新、意

识翻新”这句话，请具体讲述一下意识翻新的内涵吧。

张秀丽：习惯上，大家一味追求新轮胎和廉价

的轮胎，看似节约了成本。实际上，由于缺乏选择

依据和相对的专业性，而变得主观臆断，从而使得

运输安全和成本都变得不可控制。严格来说，轮胎

是需要进行管理和维护的！大数据显示：不进行系

统的管理和维护，轮胎综合使用成本会增加 30% 以

上，而且还会增加油耗 5% 左右。一条优质翻新轮胎

的产生，是建立在一条好轮胎胎体基础之上的。所以，

要更多、更好地使用翻新轮胎，就需要注重保护好轮

胎胎体，提高轮胎管理和维护的意识，这样也就意味

着我们拥有了轮胎管理、综合成本控制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日常运营管理的工作方式，

就可以实现让轮胎使用成本降低 30% 以上，让油耗

成本降低 5% 左右，提升了车队综合运营管理的整体

水平和能力。简单的认知，就是大道至简的觉悟。

性价比和成本控制，是需要一个“认知”，并配合“操

作体系”才得以实现的，而不是就事论事的理由。

记 者：关于碳排放，这可是国家十分重要的

控制指标，您能否具体谈谈翻新轮胎对于碳减排的

作用？

张秀丽：按照国际轮胎和橡胶协会提供的国际

公认的数据显示，使用翻新轮胎与使用新轮胎相比，

翻新轮胎是利用旧轮胎胎体进行翻新的，所以每生

产一条翻新轮胎，就能减少化石原料 68% 以上，大

幅度减少了化石原料的使用。以 900R20 轮胎翻新为

例：每条翻新轮胎可节约橡胶 9 公斤、炭黑 4 公斤、

钢丝帘布 3.4 公斤、石油 18 公斤、钢材 1.8 公斤，并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 165 公斤。此外，轮胎翻新还

可以大量减少旧轮胎堆放、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问

题。

按照目前万通轮胎年产能 2 万条翻新轮胎计算，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300 吨。在智能轮胎的支

持下，若年产能达到 10 万条翻新轮胎时就能减少

16500 吨，对应新轮胎的碳减排比例达到 70% 左右。

所以说，翻新轮胎对于碳减排的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随着应用效能的提升，万通轮胎将不断扩大翻新轮

胎的产能规模，为我国碳减排再作贡献！

◆来源：吉通

Enterprise Interview

业专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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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Introduction

员专区会

宁夏亿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简介

湖北中硕环保有限公司简介

宁夏亿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位于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再生资源循环经济示

范园区内，占地面积 114709 平方米，现有员工 60 人，

拥有科研技术人员 9 人，长期特聘各大专院校的专

家教授 6 名。

公司是一家以废轮胎资源化开发综合循环利用

及热裂解成套设备研发制造为主营的科技型示范企

业，年处理 10 万吨废旧轮胎热裂解综合利用项目工

艺流程和技术装备突破废轮胎热裂解连续生产的瓶

颈，使用智能化控制的技术、高温热风温度控制技术、

胶粒投料密封技术和炭黑出料密封技术，解决了炉内

胶粉无氧裂解和油气冷却拥堵的世界性难题，具有独

立自主知识产权。工艺流程和成套的技术装备具有

智能化操作便捷、生产加工能力强、设备运行成本低、

综合经济效益突出、成套设备性价比优越等特点。

湖北中硕环保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组建成立，

注册资金 1 亿元。公司秉承“资源有限、利用无限”

发展理念，以“消除污染、再造资源”为己任，推行“由

循环而经济，实现企业价值、环境价值和社会责任和

谐统一”的循环产业文化。公司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为中心，以资本运作和资产经营为纽带，不断完

善产业结构布局，保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使公司

成为具有优良的资产、稳定的营收和高成长性企业，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公司拟投资 5 亿元建成年处理 10 万吨废

轮胎的新型环保企业，并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家级废

轮胎废橡胶集散基地，循环再利用的示范基地，积

极拓展再生资源深加工领域，延伸相关产业链。

公司地址：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岳口工业园区 3

号路

联系电话：张先生  18872627222  

                             宋先生 1587184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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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动态行

全球废轮胎 rCB 市场将

进入高速增长期

近 日， 日 本 涩 谷 数 据 库

（Shibuya Data Count）公司提供

的一篇题为《2023 年全球废轮胎

回收炭黑市场预测》的市场咨询

报告。它简要评估了全球废轮胎

回收炭黑的市场规模、需求和发

展前景。

回收炭黑（rCB）是废轮胎

经高温热解而衍生出的一种材

料。 一 般 说 来， 它 常 含 有 10-

20%（重量）的非炭质成分。这

类炭黑的补强性能，通常介于普

通的 N500 与 N700 炭黑的范围内，

取决于它的后处理工艺与后处理

过程。

2018 年全球回收炭黑的市场

规模的估值为 5500 万美元，预

计到 2023 年可高达 4.91 亿美元，

2018 年至 2023 年间的复合年均

增长率（CAGR）可达 55.0%；也

就是说，预计在今后的 5 年内，

全球 rCB 市场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回收炭黑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驱

动，回收炭黑诸如在轮胎、非轮

胎橡胶制品、塑料、涂料和油墨

等各种应用中增加用量；由于全

球每年废轮胎的数量繁多，而生

产这类炭黑的固定成本又相对低

廉，也是推动 rCB 市场快速增长

的重要原因。

回收炭黑作为一种对环境友

好的和可持续发展的补强填料，

广泛地用于轮胎和非轮胎橡胶制

品之中。因此，回收炭黑市场的

增长，直接与轮胎和非轮胎橡胶

制品对这类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

展补强填料的需求相关。

轮胎用 rCB 的复合年均增长

率最高

在该预测期内，预计轮胎应

用市场的增长率会是最高的。随

着全球汽车行业的不断增长，以

及该行业对环境友好和可持续产

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绿色轮胎的

需求量会大幅提升。这将推动回

收炭黑在汽车用绿色轮胎中的耗

用量的增长。

非轮胎橡胶用 rCB 的复合年

均增长速率次之

回收炭黑在若干非轮胎橡胶

制品中是用作补强剂。 这些非轮

胎制品包括传送带、橡胶软管、

垫圈、密封件、橡胶板、土木工

程用防渗膜和橡胶屋面材料等。

它也用于鞋类材料中，赋予胶底

的耐磨性。回收炭黑提高了橡胶

机械制品的强度。rCB 在这类应

用中的增长，与橡胶工业的不断

增长，以及对环保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长有关。

北美地区占据 rCB 最大的市

场份额

2018 年北美地区的回收炭黑

市场中占有最大份额，而美国又

是北美地区最大的市场。加拿大

和墨西哥是该地区对回收炭黑市

场增长有贡献的另外两个国家。

轮胎、非轮胎橡胶、塑料和涂料

等应用领域对环保型产品需求的

日益增长，会推动这些国家的回

收炭黑市场。欧洲地区是回收炭

黑的第二大市场。

鉴于废轮胎回收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问题已引起各国政府与民

间人士的广泛关注，包括减少炭

黑生产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

低炭黑的生产成本、减少市场的

不稳定性，以及充实和完善炭黑

品种谱系等因素，都为回收炭黑

市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更多的机

遇。

◆来源：扬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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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再生橡胶市场

加速增长

印 度“ 亚 洲 橡 胶” 网 站 报

道，北极星市场研究公司（Polaris 

Market Research）公布的一项研

究称，全球再生橡胶行业将加速

增长，预计到 2026 年其市场估

值将达 65.3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

率为 12.03％。就收入而言，2018

年全轮胎再生胶（WTR）主导了

这一市场，而北美占据了当年全

球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

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和航空

航天工业是驱动再生橡胶市场的

主要动力。天然橡胶价格上涨迫

使汽车制造商转向加工成本更低

的产品，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或橡

胶共混物。轮胎行业对再生橡胶

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该行

业的发展。

由于耐天候老化和耐热的要

求，建筑业的平屋顶覆盖层需耗

用大量再生橡胶。预计住宅应用

和各种行业对地板垫的需求也将

不断增长。再生橡胶良好的耐老

化性能，使其在电子、包装和其

它工业领域的利用率提高，而加

工快对再生橡胶的需求也产生了

积极影响。

不仅如此，有关合成橡胶和

天然橡胶回收、可持续性以及替

代的法规导致需求增长。消费者

对环境影响较小、加工成本较低

的材料的偏好上升，或进一步刺

激再生橡胶产业的发展。鞋类、

汽车和航空轮胎以及其它橡胶模

制品生产商一直在大规模使用再

生橡胶共混物。

该研究预计，WTR 将是再生

橡胶当中增长最快的类型，这归

因于其加工成本较低，环境影响

减小以及高耐用性和多功能性等

特性。不过，由于新型弹性体产

品竞相涌现，预计其增长也会受

到一定的限制。诸如 EPDM 之类

再生橡胶在模制消费品及汽车轮

胎中已日渐取代了传统的天然橡

胶。

亚太地区是再生橡胶行业最

大的区域市场。该地区的增长主

要得益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

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蓬勃发

展。此外，相比世界其它地区，

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可能会低于平

均水平。由于在大体量且迅猛增

长的汽车行业使用再生橡胶，欧

洲和北美在预测期内也有望实现

可观的增长。

据悉，全球再生橡胶市场竞

争激烈，其特点是市场较为分散，

拥有众多小规模的生产企业。

◆来源：朱永康

（上接 P26）较劲，要认识到当前是网络时代，要

跟上时代发展，学习新知识，在营销中充分发挥网

络作用。三要销售新产品。公司已经加大研发力

度，研发一室、二室正在齐头并进，已研发出多种

新产品，给门市拓宽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四要谋

求新业绩。要增强做大意识，把市场拓宽。提出回

去以后，要理清思路，制定措施，明确方向，抓紧

抓实，切实把业务做大，把买卖做活，增加销售

收入，提高市场占有率，使公司的销售工作取得

更好、更大的成绩。同时要求公司各门市经理及

会计人员要严格财务制度，守法经营依规开票。

◆来源：三河市长城橡胶有限公司宣传部 马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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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Collection

讲集萃演

台湾废旧轮胎循环利用情况介绍

（根据视频整理）

中国台湾橡胶及弹性体工会秘书长 陈钰光

“第二届轮胎（橡胶）循环利用国际合作会议”演讲集萃

我 是 台 湾 橡 胶 及

弹性体公会秘书长陈钰

光，现将台湾废轮胎循

环利用情形概括介绍一

下。

台湾的废旧轮胎每

年产生量大约是 15 万

吨，轮胎产品在台湾是政府指定列管应回收之废弃

物，所以轮胎报废之后是不能随意乱丢的，且轮胎的

销售是需先依据轮胎的直径尺寸的不同而缴纳废轮

胎的处理费用。当轮胎产品使用后成为废弃轮胎时，

须经由合格的废轮胎处理业者回收处理，而整个废

轮胎循环利用、废轮胎处理去向大致有下列四大去

化管道：

第一个是经由破碎处理成橡胶粉粒或再生橡胶；

第二个是经由热裂解产生出活化炭黑；第三个是废

轮胎经过处理后，可当成造纸业、水泥业、钢铁业、

气电工程业的辅助燃料使用；第四个是经检查过后，

其结构仍然还可以使用的卡客车轮胎的胎体，经由                                    

BVC 认证过的翻新轮胎厂翻新轮胎再生使用。

目前台湾翻新轮胎每年的产量大概是 40 万条，

而在处理废轮胎循环利用的整个过程会遭遇到一些

问题，要让废轮胎循环再利用有序运转会遭遇的最

大问题中，最主要是在整个运作的系统，它去化的

管道、去化的量能，是不是能够足以消化整个废轮

胎的整年度的总产量。       

如果去化的量能不足，或者是去化的管道，或

在运作上无法顺利推展，很快废轮胎的堆积问题就

会体现出来。就如同我上述所说的四大去化管道，

一旦这些管道的去化能量有所变化，或者是去化的

管道遭受影响，这整个循环再利用的运作环境就会

产生问题，就好比说当天然胶的原料价格发生波动

的时候，再生胶的使用量和胶粉的使用量就会相对

的受影响。再来就是说翻新轮胎的价格比较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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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的价格比较高，但当新轮胎的价格往下降的时

候，就会影响翻新轮胎的使用量。

以上这些等等问题是会对整个翻新轮胎循环利

用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在做废

轮胎循环利用的时候，要避免如何不要再造成一个

二次污染的问题产生。其次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

整个废轮胎循环再利用的环节中，如果有从业者实

行不够切实或者是处理不到位，就好比有不肖的处

理从业者，偷偷的把废轮胎用掩埋的方式处理掉，

或者是恶意的在空地用焚烧的方法把它处理掉。

另外，在翻新轮胎品质把关不够严格等等，这

些也会造成社会观感不佳，进而衍生出轮胎循环再

利用体系被社会大众有所质疑等问题。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整体废轮胎循环利用的

一个管理模式，因为废旧轮胎是被政府列管为指定

应回收废弃物，所以废轮胎是不能被恶意丢弃的。

在台湾它的产生有可能是一般消费者，他自己

买轮胎回来安装，所以在一般家庭使用时就会有少

量的废轮胎产生出来，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将这些废

轮胎交由资源回收处理厂，资源回收处理厂再交由

合法且合格的资源处理从业者处理通过正常的管道

去化掉。

大多数的废轮胎产生，并不是在一般家庭，大

多数会是产生在轮胎贩售、装配的商家或者是大卖

场，或者是汽车的保养厂、物流车队，或者是交通

运输单位，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翻新轮胎从业者等

等，这些废轮胎所产生的量相当的庞大，但是上述

的这些废轮胎在处理时就一定要依法规定交由合格

的废轮胎处理业者依规处理，否则你就会受到政府

的监督和开罚，不依照规定处理的话就会得到罚单。

对于整个政府部门的配合方面，必须说明一下，

在推行回收处理运作这方面，相对的政府部门对于

废轮胎循环利用的发展必须是支持的，而且还要给

予一些鼓励的措施。

在台湾依法强制要求，轮胎销售时需先依据轮

胎的直径尺寸不同而缴纳废轮胎处理费，政府再从

这个款项里面拨款项给予这些合格的废轮胎回收处

理业者以每公斤 3.2 元的补助经费给予补助，而这整

个补助过程与回收循环利用需要有整套的配套措施，

还必须受到政府的监督。

这些拥有合格资质回收处理的业主，他在处理

废轮胎的时候，整个废轮胎厂是有架设监督管理系

统，以及派驻监督人员在现场的，所以整个处理过

程都是被掌控的，政府随时监督掌控废轮胎的重量

与废轮胎的去向。有了以上整体的配套制度，才能

使废轮胎的循环利用有序发展。

以上是有关台湾目前废旧轮胎循环利用的情形。

Speech Collection

讲集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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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Release

告发布报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发布

“2020 年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部分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调查统计报告”

（2021 年 3 月）

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

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任务、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坚决贯彻党和政府各级主

管部门的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全行业众志成城、

艰苦奋战、化危为机，抗疫斗争取得显著成果，

行业“十三五”规划任务圆满收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增多，行业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实现高质量

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做好今年的协会

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

防控和行业创新发展成果，科学精准实施规划目

标，强化科技战略支撑，保持行业运行和谐稳定，

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实现今年轮胎循环利用行业发展目标任务，

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发展实效，要依靠创新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切实增进企业福祉。在全行

业开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查统计工作，摸清“家

底”，掌握第一手关键数据，对于推动实现行业

高质量发展，当好政府部门的参谋，指导行业企

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战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组织开展的中国轮

胎循环利用行业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调查统计

工作顺利结束，已于 2021 年 3 月中旬形成“2020

年中国轮胎循环利用行业部分企业生产情况调查

统计报告”，现予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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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0 年轮胎翻新行业部分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调查统计报告

为了解和掌握行业企业生产动态及发展状况，

更好地服务企业 , 同时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及企业生

产经营提供科学依据，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轮胎

翻新分会对 32 家轮胎翻新会员企业（简称“企业”，

下同）2020 年生产经营情况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

其中江苏、福建、广东各 5 家，山东 4 家、辽宁 3 家、

浙江 2 家，河北、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

广西、四川各 1 家。在 32 家企业中包括 13 家行业准

入企业，5 家高新技术企业。

一、企业生产情况

（一）企业产能及实际生产情况        

图 1 企业年设计产能占比图

32 家企业年设计产能合计为 205.07 万条（标准

折算条，下同）。其中，年设计产能达到 10 万条（含）

以上的企业 6 家，占比为 18.7%；年设计产能 5 万条

（含）至 10 万条的企业 7 家，占比为 21.9%；年设

计产能 2 万条（含）至 5 万条的企业 15 家，占比为

46.9%；年设计产能在 2 万条以下的企业 4 家，占比

为 12.5%，见图 1。

图 2 企业年设计产能与实际产量对比图

如图 2 所示，看出产能排名前五位的企业是：

福建的 1 家企业以 35 万条名列第一，占比 17.1%；

江苏 1 家企业以 30 万条名列第二，占比 14.6%；广

东 1 家企业以 18 万条名列第三，占比 8.8%；福建另

外 2 家企业分别以 15 万条

图 3 企业设计产能与实际产量对比图

如图 3 所示：在企业中，福建是翻新轮胎设计

产能最高的省份，为 67.1 万条，占比 32.7%；第二

是江苏，产能为 51 万条，占比 24.9%；第三是广东，

产能为 36.45 万条，占比 17.8%；第四是山东，产能

为 16.7 万条，占比 8.1%；第五是四川，产能为 6 万条，

占比 2.9%。

32 家企业 2020 年的实际年产量合计为 68.6 万条，

Report Release

告发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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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设计总产能的 33.5%，平均年产量为 2.14 万条。

2020 年产量 5 万条（含）以上的企业为 5 家，占比

15.6%；年产量 2 万条（含）至 5 万条的企业为 7 家，

占比 21.9%；年产量 1 万条（含）至 2 万条的企业为

7 家，占比 21.9%；年产量不足 1 万条的企业为 13 家，

占比 40.6%，见图 4。

图 4 企业实际产量占比图

另外，通过对 2019 年与 2020 年产量对比可知，

2020 年产量比 2019 年增加或持平的企业仅为 11 家，

占比 34.4%，最高增产 133.3%，而其余 65.6% 的企

业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减产，最高减产幅度甚至达到

了 66.7%，见图 5。

图 5 2019 年与 2020 年企业实际产量对比图

综合来看，32 家企业的产能闲置率为 66.5%，

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多达 20 家企业的产能闲置率超

过 50%，年设计产能 10 万条（含）以上的 6 家企业

的产能闲置率更是高达 67.8%。

从生产情况看，正常开工的企业为 6 家，占比

18.8%，正常开工但存在限产情况的企业为 14 家，

占比 43.7%；半停产的企业为 12 家，占比 37.5%。

正常开工的 6 家企业的设计产能合计为 36.5 万

条，实际年产量合计为 19.96 万条，产能闲置率仍然

高达 45.3%。

（二）产品类型及生产工艺情况

32 家企业中，产品类型全部为子午胎的企业为

16 家，占比 50%；产品同时具有子午胎和斜交胎的

企业为 15 家，占比 46.9%；产品全部为斜交胎的企

业为 1 家，占比 3.1%。

在产品用途方面，32 家企业的产品绝大部分为

载重（客车、货车）和工程机械轮胎，其中产品涉

及载重轮胎的企业为 28 家，占比 87.5%，产品涉及

工程机械轮胎的企业为 19 家，占比 59.4%。

由此可见，载重轮胎和工程机械轮胎是国内翻

新轮胎的最主要市场。

另外，有 3 家企业的产品涉及农用车辆，1 家企

业的产品涉及轿车轮胎，但数量较少。

在生产工艺方面，有 21 家企业采用预硫化法，

9 家企业同时采用预硫化法和模压法，2 家企业采用

模压法。

（三）装备方面

在主要技术与装备方面，22 家企业选用国产装

备，占比 68.8%；3 家企业同时采用国产和进口装

备，占比 9.4%；7 家企业全部采用进口装备，占比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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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旧胎体来源方面

29 家企业具有专属供货渠道（比如与某些矿山

或运输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等），占比 90.6%。其中，

16 家企业翻新时指定旧胎品牌，占比 55.2%。19 家

产品涉及工程机械轮胎的企业中，18 家都有专属供

货渠道，占比 94.7%。其中，9 家企业翻新时指定旧

胎品牌，占比 47.4%。

（五）用户类型方面

32 家企业中，具有固定用户（与企业签订长期

供销协议或建立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供销网络）

的企业为 31 家，占比高达 96.9%；而没有固定用户

的企业仅为 1 家，占比 3.1%。

32 家企业中，有 11 家企业同时从事品牌新轮胎

的销售代理。品牌代理不仅可以为企业扩大经营范

围，也缓解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六）绿色环保节能降耗方面

32 家企业中，有 25 家企业具备环保设施并能有

效处理粉尘，占比 78.1%。在能源消耗方面，30 家

企业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行业准入企业的综

合能耗要求，占比 93.8%。

（七）企业优惠政策享受情况

32 家企业中，享受财税 [2015]78 号文件（翻新

轮胎产品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50%）政策扶持的企

业仅有 15 家，占比 46.9%。未享受这一政策的企业

中，部分企业是由于未能按规定申报、不符合条件（未

能通过相关认证或纳税信用等级低等原因）或自身

原因未能申报，但也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政府没

有具体落实此项政策或企业不了解此政策，导致未

能申报成功。

二、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翻新轮胎市场价格受到严重冲击，使得

部分企业利润只能维持基本的运营。

主要原因有：一是整体翻新行业受到新胎的冲

击；二是无资质小作坊企业生产的“无三包”轮胎

以其低成本、低价格冲击市场，进一步挤压了翻新

轮胎的生存空间；三是翻新轮胎企业由于绝大部分

市场重叠，为了增加销量而采取降价销售策略，尤

其是目前国内用户采用招投标方式日益普遍，从而

加剧了“同业相残”的价格战，形成恶性竞争。

（二）市场需求趋于低迷，对翻新轮胎的需求

量逐渐减少。

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来新轮胎价格持续走低，

部分翻新轮胎的用户（比如公交公司）逐步转为购

置新轮胎，导致翻新轮胎的市场需求受到压制；二

是部分现行政策不够合理，比如 2012 年出台并执行

至今的 GB 7258 明确规定“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和

校车的所有车轮及其它机动车的转向轮不得装用翻

新轮胎。”限制了翻新轮胎的使用范围。

三是由于轮胎翻新市场的混乱与逐渐低迷，导

致大型新胎企业不愿涉足轮胎翻新行业。

（三）资金紧张、融资困难

在 32 家企业中，29 家企业是小微企业。由于受

到市场冲击和价格下调的不利影响，导致大多数企业

长期处于微利状态，企业只能艰难维持经营。因资

金不足、融资困难等导致企业在技术升级、设备投入、

改善生产经营环境时困难重重。

（四）旧轮胎胎源不足

由于国内对新轮胎可翻新性能的要求没有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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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技术标准，造成可翻新的旧轮胎严重短缺，另

外大量不规范的“无三包”新轮胎充斥市场，不具备

翻新条件，导致国内废、旧轮胎的生成比例严重失衡。

（五）市场接受度低

目前公众仍普遍存在着对翻新轮胎的认识误区。

三、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轮胎翻新是国际公认的轮胎减量化、再

利用和资源化的首选方式。它不仅可以节约资源，

更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运输企业的运营成本。

政府应大力规范行业生态，轮胎翻新行业应严

格按照环保和技术标准等要求，取缔不规范企业，

净化市场。虽然目前国家实施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

业规范公告管理，但属于非强制性的。希望后期能

够建立强制法规、标准与监管机制，推行严格的审

核制度和产品标准，企业生产的翻新轮胎产品必须

标识“RETREAD”或“翻新”字样。

（二）拓展思路与经营模式，深挖市场潜能，

同时加强与新轮胎生产企业间的合作，把轮胎翻新

作为新轮胎销售延伸链条中的一环，创新服务。

（三）发挥企业自身优势，以服务为导向，创

新思维，在差异化服务上狠下功夫，争取有所突破。

（四）确立品牌意识，提升产品质量，构建销

售渠道，扩大正面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公众和使用

者对翻新轮胎的认可度。

（五）轮胎翻新企业应从自身做起，严格自律，

避免无序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氛围，追求行业整

体的可持续发展。

（六）建议积极推行轮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体系建设。

（七）企业应关注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

扶持政策举措，在实现企业经济目标、承担社会责

任的同时，合理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二

2020 年再生橡胶行业部分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调查统计报告

为客观反映我国再生橡胶行业发展现状，中国

轮胎循环利用协会再生橡胶分会秘书处采取在线问

卷调查、电话访问及企业走访等方式，针对分会 36

家再生橡胶会员企业（简称“企业”，下同）2020

年生产经营状况、生产工艺及装备情况、年度销售

情况、产品出口情况、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与建议等内容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汇总如下：

一、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调查结果

通过调查，36 家企业中 4 家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良好，占比 11%；11 家企业经营状况较好，占

比 31%；13 家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基本正常，占比

36%；7 家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较差，占比 19%；1 家

企业因环保问题停产，占比 3%。实际产量 2020 年高

于 2019 年的企业 16 家，占比 44%；实际产量 2020

年与 2019 年基本持平的企业 19 家，占比 53%；因

环保问题停产企业１家，占比 3%。销售额 2020 年

高于 2019 年的企业 17 家，占比 47%；其它 19 家企

业的销售额 2020 年均低于 2019 年。

（一）企业分布情况

如图１所示，36 家企业中：山东 8 家，江苏 4 家，

四川 4 家，辽宁 3 家，浙江 3 家，河北、山西、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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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各 2 家，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北、陕西、

新疆各 1 家。

图 1 企业分布图

（二）企业生产情况　

36 家企业再生橡胶总产能为 121.91 万吨，实际

总产量为 82.11 万吨，总体产能利用率为 67％。

图２ 企业产能利用率图

如图 2 所示，36 家企业生产（设备）综合能力

情况来看，生产能力达到满负荷生产的企业有 4 家，

占比 11%；产能利用率（下同）50%（含）以上的企

业有 24 家，占比 67%；产能利用率低于 50% 的企业

有 8 家，占比 22%。

如图３所示，36 家企业 2020 年再生橡胶的实际

产量为 82.11 万吨。其中，5 万吨（含）以上的企业

有 5 家，占比 14%；2 万吨（含）至 5 万吨的企业有

10 家，占比 28%；1 万吨（含）至 2 万吨的企业有 20 家，

占比 55%；1 万吨以下的企业有 1 家，占比 3%。

图 3 企业实际产量占比图

（三）企业产品种类

36 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有三大类：再生橡胶（以

废轮胎为主要原材料）、丁基再生橡胶（以废丁基

橡胶为主要原材料）、三元乙丙再生橡胶（以废乙

丙橡胶为主要原材料）。

36 家企业中，以生产再生橡胶为主的企业有 27

家，占比 75%；以生产再生橡胶和丁基再生橡胶为

主的企业有 3 家，占比 8%；以生产丁基再生橡胶为

主的企业有 2 家，占比 5%；以生产再生橡胶、丁基

再生橡胶和三元乙丙再生橡胶为主的企业有 1 家，

占比 3%；以生产再生橡胶和三元乙丙再生橡胶为主

的企业有 1 家，占比 3%；以生产丁基再生橡胶和三

元乙丙再生橡胶为主的企业有 1 家，占比 3%；以生

产三元乙丙再生橡胶为主的企业有 1 家，占比 3%。

（四）企业销售情况

36 家 企 业，2019 年 总 销 售 额 为 284722.51 万

元，2020 年总销售额为 258520.72 万元，2020 年总

销售额较 2019 年减少 9%。其中 2020 年销售额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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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含）的企业 7 家，占比 19%；销售额高

于 5000 万元（含）的企业 11 家，占比 31%；销售

额低于 5000 万元的企业 18 家，占比 50%。

（五）企业生产工艺及装备情况　　　　　　　　　　　　　　　　　

　图 4 企业生产工艺及装备情况图

如图 4 所示，36 家企业中，采用塑化机和脱硫

罐生产的企业有 15 家，占比 42%；采用脱硫罐生产

的企业有 14 家，占比 39%；采用塑化机生产的企业

有 7 家，占比 19%。　　

（六）企业产品出口及销售情况

36 家企业中，2020 年有产品出口业务的企业 12

家，占比 33%；出口总额 15816.12 万元，与 2019 年

相比增加 9%；主要出口美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

俄罗斯、印度、菲律宾、迪拜、埃及、印尼、土耳

其等国家。

二、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36 家企业中，有 41% 的企业认为环保问题是制

约企业正常生产的主要瓶颈；有 15% 的企业认为原

材料涨价对企业影响较大；有 12% 的企业流动资金

紧张；有 8% 的企业认为小散乱企业无序竞争导致价

格竞争激烈；有 7% 的企业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有 6%

的企业认为企业招工难，人工成本不断增加；有 5%

的企业认为承兑汇票问题一直困扰企业；有 3% 的企

业认为电价成本较高；有 3% 的企业认为销售渠道不

畅通。

（一）环保压力增大

环保问题仍然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部

分区域受环保刚性整治的限制，全年一直处于间歇

式生产状态。只要所在区域空气质量不达标，环保

部门就会责令关停，“一刀切”现象比较普遍，导

致部分企业生产时间受限，不能满负荷生产，个别

企业甚至停产。

（二）承兑汇票的流通

银行承兑汇票由于期限太长，资金长期被占用，

小微企业只能被动承受，无法及时承兑给小微企业

带来的压力较大。

（三）废轮胎胎源紧缺及原材料成本上涨

随着热裂解项目的不断升温，在部分区域严重

存在与再生橡胶企业争夺胎源现象，导致胎源价格

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压力明显。

（四）资金流通不畅

企业资金回收难度加大，账期较长而导致资金

周转速度放缓至使企业资金愈加捉襟见肘。同时企业

强化环保、改造升级设备缺乏资金投入，装备更新

需要增加投资，这对于微利行业完全依靠企业自身的

力量非常艰难，部分企业还在靠银行贷款勉强维持。

（五）小散乱企业竞争影响产品价格

目前不规范的小散乱企业较多，生产成本及产

品价格较低，严重影响规范企业产品的价格。

在本次调查统计工作中，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在国家环保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企业已清

醒的认识到，要想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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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进一步优化技术装备，在保障企业经济效

益的同时，提升企业工艺水平，走绿色环保的发展

之路，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相统一，从根本上

扭转被动局面，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六）疫情冲击导致企业用户需求减少

2020 年，疫情扩散使得再生橡胶行业外贸需求

订单减少，人员出入境、跨境物流、检验检疫等管控

升级，叠加原油市场大幅波动、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等

因素，全球废旧轮胎回收利用行业产业链遭受冲击。

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客户需求减少将使

得出口加工贸易市场萎缩；二是直接影响了在海外

建厂的再生橡胶行业企业。

三、企业诉求及建议

（一）严格执行环保政策，明晰环保等级标准，

杜绝环保“一刀切”现象的发生。

（二）建议政府主管部门会同行业协会联合制

定相关规定或标准，形成废旧轮胎梯次利用格局。

（三）建议向相关部门反映取消银行承兑汇票

的流通。

（四）希望通过行业协会平台了解更多的先进

技术和设备。

（五）建议行业协会能多到企业实地调研，帮

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四、国家相关政策对再生橡胶行业的影响

2020 年 5 月 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了《废

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0 年本）》 《废

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20

年本）》（2020 年第 21 号）。行业规范公告管理的

实施，对进一步引导再生橡胶行业健康发展，防止

环境污染，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资源综合利用

技术和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生态环境部组织制订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

求 再生橡胶及其制品》环境认证标准已编制完成；

由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组织编制的《废轮胎（橡胶）

绿色再生装置》团体标准已进入制订阶段。绿色发

展成为行业发展的主基调，工艺技术创新、标准体

系建设、科技成果评价等相关工作稳步推进。

五、再生橡胶行业发展思路

（一）强化环保意识，加大环保技术设备投入。

（二）大力推广绿色环保再生工艺技术与装备。

（三）结合行业《规范条件》要求，对产能规

模偏小、生产工艺落后的企业采取兼并重组或促其

逐步退出市场。

（四）营造平等竞争环境，加强诚信企业体系

建设。

（五）树立示范企业典型，引导行业企业优先

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与装备，规范企业绿色发展。

（六）加快高科技设备及产品国产化进程，对

国内行业企业形成正向激励。

三

2020 年橡胶粉行业部分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调查统计报告

橡胶粉生产是国际公认的废轮胎（橡胶）资源化、

无害化加工利用方法，在废轮胎（橡胶）循环利用中

的地位十分重要。同时，橡胶粉也是再生橡胶、橡胶

制品、道路、建材等行业重要的生产原材料。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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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及企业经营提供参考依据，促进企业优化升级，

引导行业规范发展，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橡胶粉

及应用分会秘书处对行业 22 家重点橡胶粉生产会员

企业（简称“企业”，下同）开展了 2020 年生产和

经营等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并形成以下报告。

一、企业生产情况 

（一）企业分布情况（见图 1）

 图 1 企业分布图

此次调查统计的企业按所在区域分布为：山东 4

家、四川 4 家、浙江 3 家、湖北 3 家、黑龙江 2 家、

湖南 2 家 ，河北、江苏、江西、新疆各 1 家。

（二）企业实际废轮胎处理量（见图 2）

图 2 企业实际废轮胎处理量占比图

22 家企业 2020 年实际废轮胎处理总量为 61.22

万吨。其中，处理量在 5 万吨（含）以上的企业有 4 家，

处理总量为 29.39 万吨，占比 48%；处理量在 2 万吨

（含）至 5 万吨的企业有 8 家，处理总量为 20.37 万

吨，占比 33%；处理量在 2 万吨以下的企业有 10 家，

处理总量为 11.46 万吨，占比 19%。

据统计，22 家企业 2019 年实际废轮胎处理总量

为 54.24 万吨，2020 年实际废轮胎处理总量比 2019

年增长 6.98 万吨，同比增长 13%。

（三）橡胶粉不同细度生产量及应用情况 

1、橡胶粉不同细度生产量及占比（见图 3）                

图 3 橡胶粉不同细度生产量及占比图

如图 3 所示，40-60 目的橡胶粉产量占据主导，

40 目以下（不含作为再生橡胶生产原料部分，下同）

的橡胶粉产量位居第二，80-120 目的橡胶粉产量位

居第三，200 目及以上橡胶粉产量较少。

图 4 2019 年和 2020 年橡胶粉不同细度生产量对比图

如图 4 所示，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40 目以下、

40-60 目及 80-120 目橡胶粉生产量都所有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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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目高附加值的超细橡胶粉生产量增加尤为明显。

数据表明，橡胶粉生产企业通过多年的技术创新及加

大科技研发的投入，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的增加了精

细橡胶粉的产品开发、生产及应用领域研究与实践，

进一步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为企业增加了更多的效

益增长点，并助推行业持续、健康的发展，符合国

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2、橡胶粉的应用领域

 22 家企业 2020 年橡胶粉生产总量为 46.66 万

吨。其中，40 目以下的橡胶粉主要应用于道路改性

沥青、防水材料及制品的生产，产量为 18.80 万吨，

占比 40%；40-60 目的橡胶粉主要应用于制作防水卷

材、防水涂料、道路改性沥青、橡胶制品及隔音材料，

产量为 20.41 万吨，占比 44%；80-120 目的橡胶粉

主要用于生产防水卷材、防水涂料、塑料改性、橡

胶制品等，产量为 4.72 万吨，占比 10%；200 目的

橡胶粉主要用于防水涂料建材等，产量为 2.73 万吨，

占比 6%。

近年来，橡胶粉在非橡胶行业的应用也逐渐受

到关注。目前国外橡胶粉应用中有大约 60%-70% 应

用在非橡胶行业，虽然国内在此领域起步较晚，但

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内相关科研院所、生产企业

一直积极研发拓展相关产品的应用。数据显示，大

部分橡胶粉已由再生橡胶的原材料，扩展到由橡胶

粉直接生产橡胶制品或建材类产品，在增加产品附

加值的同时也提高了橡胶粉的直接应用率。同时为

行业实现高质化、高值化发展探索了方向，但仍有

待于政府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

二、企业生产橡胶粉的用途

22 家企业中，有 13 家企业生产橡胶粉是自用于

再生橡胶或改性沥青的生产；有 16 家企业生产的橡

胶粉是用于对外销售；有 8 家企业是自用与外销并举。

三、企业生产橡胶粉的工艺

调查结果显示，22 家企业全部采用传统的常温

粉碎法进行橡胶粉的生产，常温粉碎法仍然是国内

橡胶粉生产企业首选的生产工艺。目前国内已经有

了较为成熟的冷冻粉碎和超音速流体（水射流）粉

碎生产橡胶粉的生产工艺。其中液氮冷冻微细橡胶

粉生产线及采用高压水射流处理废轮胎（橡胶）的

超音速流体（水射流）粉碎生产橡胶粉工艺，为我

国制造微细橡胶粉提供了成套设备。

四、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问题与诉求 

（一）各地方环保政策对企业正常生产产生巨

大的压力，限产、停产情况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

作为生产再生橡胶、橡胶制品及建材类产品的原材

料橡胶粉的销售量。

（二）本行业目前法律法规不健全。建议国家

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废轮胎（橡胶）回收体系，避免

造成回收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开发困难，企业开工

不足等问题。

（三）由于企业原材料购进对象为个体户，无

法取得进项的增值税发票，无法抵扣进项税，导致

企业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持续发展。

（四）橡胶粉下游用户存在拖欠款现象，导致

企业流动资金不足。企业有融资的需求，希望银行

及社会上相关金融机构对本行业企业给予金融方面

的帮扶和投资的引导。

（五）废轮胎作为原材料的货源紧缺及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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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上涨，造成企业利润持续降低，给规范企业

经营和扩大投入带来困难。

（六）由于本行业在社会中的认可度不高，造

成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突出，希望政府部门在

招工方面给予企业政策扶持及引导。

五、对行业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橡胶粉的直接利用。在国内外废轮

胎（橡胶）循环利用行业，越来越趋向于将废轮胎（橡

胶）直接生产橡胶粉。橡胶粉在生产过程中无污染，

并可使废轮胎（橡胶）的利用率达到 100%，是废轮

胎资源化、无害化加工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进一步拓展橡胶粉的应用领域。除了目

前橡胶粉主要应用在再生橡胶、道路改性沥青、防

水卷材、塑料和地砖等制品、橡胶水泥和涂料类建

材产品等领域外，橡胶粉还可以应用到微渗管、含

肥料的植草砖等产品领域。

（三）橡胶粉的研发应用要向高端化延申。精

细橡胶粉可以制作成复合高分子材料，将橡胶粉通

过特殊手段可以粉碎到纳米级（10000 目）成为纳米

级材料。鼓励相关科研院所、橡胶粉生产企业进一

步加大对精细橡胶粉生产与研发力度，进一步开拓

橡胶粉应用的全新领域。

四

2020 年废轮胎（橡胶）热裂解行业部分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调查统计报告

作为对废轮胎（橡胶）的最终处理方式，热裂

解生产具有处理量大，且能够实现废轮胎资源充分再

利用的特点。为推动废轮胎循环利用行业绿色、环保、

节能和规范发展，向政府部门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及生产经营中的难点与诉求，2021 年初，中

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橡胶热裂解分会秘书处对 16 家

从事废轮胎（橡胶）热裂解生产的会员企业（简称“企

业”，下同）生产情况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

一、企业的分布及生产情况              

（一）企业分布情况

图 1 企业分布情况图

如图 1 所示，16 家企业中，山东 4 家，山西、河南、

湖北各 3 家，河北、辽宁、江西各 1 家。

（二）企业产能分布情况     

图 2 企业年设计产能占比图

16 家企业的年设计产能（折合废轮胎处理量，

下 同） 总 量 为 82.42 万 吨， 其 中 河 南 为 32 万 吨，

占 比 38.9%； 辽 宁 为 18 万 吨， 占 比 21.8%； 山 东

为 11.72 万 吨， 占 比 14.2%； 湖 北 为 9 万 吨， 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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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山西为 8.20 万吨，占比 10%；河北为 2.50 万吨，

占比 3.0%；江西为 1 万吨，占比 1.2%。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据均为每家企业废轮胎

（橡胶）热裂解项目的设计产能，而在实际运营中，

由于热裂解项目普遍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所以随着

项目的施工进度，企业的实际年产能与项目的设计

产能存在一定差距。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行业动态，

本文中涉及的企业年设计产能均为截止 2020 年底，

企业已正式投产项目的实际产能。

（三）企业生产情况

图 3 企业年设计产能与实际处理量对比图

16 家企业中，河北的 1 家企业反映当地的环保

要求非常严格，企业已被环保部门列入重点监控名

单，导致 2019-2020 连续 2 年被强制要求停产累计

达 200 天，所以未能提供实际处理量的数据。剩余

15 家企业 2020 年废轮胎（橡胶）热裂解的实际处

理量累计 19.59 万吨。其中山东为 6.84 万吨，占比

34.9%；河南为 5.20 万吨，占比 26.5%；山西为 3.11

万吨，占比 15.9%；湖北为 2.31 万吨，占比 11.8%；

辽宁为 2.03 万吨，占比 10.4%；江西为 0.10 万吨，

占比 0.5%。

因受到疫情、原材料涨价和环保审查日趋严

格的影响，15 家企业 2020 年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为

33.5%。 其 中 山 东 为 58.4%， 山 西 为 37.9%， 河 南

为 30.6%， 湖 北 为 25.7%,， 辽 宁 为 22.6%， 江 西 为

10%。

二、企业原材料收集及实际处理情况

16 家企业中，热裂解原材料采用废乘用车轮胎

的企业共 12 家，占比 75%。其中全部采用废乘用车

轮胎的只有山东的 1 家企业；主要以废乘用车轮胎为

主（占比高于 50%）的热裂解企业有 6 家；不以废

乘用车轮胎为主（占比不高于 50%）的热裂解企业

有 5 家。原材料完全不采用废乘用车轮胎的企业有 4

家，占比 25%。4 家企业中有 3 家企业采购其它废轮

胎作为热裂解的原材料，有 1 家企业采用橡胶粉作

为热裂解的原材料。

由于受到土法炼油及不规范热裂解企业，甚至

部分再生橡胶和橡胶粉企业争抢原材料的影响，废乘

用车轮胎价格在持续上涨的同时货源短缺。规范热

裂解企业只能另购价格更高的废载重轮胎，但此类废

轮胎往往磨损较为严重，胎面橡胶、炭黑等含量较

低，导致裂解油和炭黑等热裂解产品产量占比较小，

不利于规范热裂解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产品主要应用领域

废轮胎（橡胶）热裂解的主要产品是废轮胎（橡

胶）再生油、热裂解炭黑、钢丝等。其中废轮胎（橡胶）

再生油既可以作为燃料直接使用，也可以作为不同燃

料油的原料进行深加工制取汽柴油；热裂解炭黑经过

深加工后可用于色母颜料、育果袋、塑胶跑道及在

橡胶制品中作为填充剂使用；钢丝可用于制取钢砂、

钢丸等；生产中产生的不可凝可燃气可作为燃料用

于给废轮胎热裂解提供能量，实现自给自足。

四、企业废轮胎（橡胶）热裂解设备及环保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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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使用情况

（一）废轮胎（橡胶）热裂解设备类型

16 家企业中，有 9 家企业采用连续式热裂解工

艺装备，有 6 家企业采用间歇式热裂解工艺装备，

还有 1 家企业同时采用间歇式（4 台）和连续式（2 台）

工艺装备，由于间歇式设备数量高于连续式，所以

该企业的设备类型也归为间歇式。

图 4 企业热裂解生产工艺对比图

如图 4 所示，16 家企业中，采用连续式生产工

艺的企业占比 56.3%，采用间歇式生产工艺的企业占

比 43.7%。

（二）环保设备类型及使用情况

16 家企业中，12 家企业采用两种（含）以上环

保设备的组合方式进行处理，占比 75%。设备的具

体使用情况如表 1 所示，目前企业主要以采用碱液

喷淋、活性炭吸附和 UV 光解技术为主，其中前两者

是传统的处理方式，使用率分别为 68.8% 和 56.3%。

多数企业反映处理效果较好。对于低浓度大风量的

VOCs 处理，目前采用最多的技术是 UV 光解催化氧

化，应用该技术处理废气的设备简单、性价比高、

运营和维护成本低，成为中小企业废气处理的首选

方法，并在反馈中获得了大部分企业的好评。

在 16 家企业中，认为处理效果好的企业为 11 家，

占比 68.8%，认为使用效果一般的企业为 5 家，占比

31.2%。 

表 1 环保设备类型及使用情况

五、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 表 2 所 示， 原 材 料 问 题 12 家， 占 比 75%；

税收问题 11 家，占比 68.8%；环保问题 6 家，占比

37.5%；技术问题 3 家，占比 18.8%；安全和其它问

题各 2 家，均占比 12.5%。目前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原材料、税收及环保问题，其中原材料是重中之重。

由于国内尚未建立规范的废轮胎回收体系，加之不

规范的热裂解企业无序竞争，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

货源紧张，导致企业产能严重过剩，极大地影响了

企业的正常经营。

为了改善生产经营不利的状况，大部分企业都

环保设备及
使用情况

河北
( 家 )

山西
( 家 )

辽宁
( 家 )

江西
( 家 )

山东
( 家 )

河南
( 家 )

湖北
( 家 )

合计
( 家 )

占比
（%）

活性炭吸附 2 1 1 2 3 9 56.3

UV 光解 1 2 1 2 3 9 56.3

SCR 脱硝 2 2 12.5

湿法脱硫 2 1 1 1 1 6 37.5

UV 除臭 1 1 1 3 18.8

碱液喷淋 1 2 2 3 3 11 68.8

催化燃烧 1 1 2 12.5

其它 1 1 2 12.5

处理效果
（好）

2 1 4 2 2 11 68.8

处理效果
（一般）

1 1 1 1 1 5 31.2

环保监测情
况

1 3 1 1 2 2 3 13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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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采取措施缓解原材料紧张的问题。

表 2 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税收作为共性问题也是长久以来阻碍热裂解行

业发展的一个瓶颈。经调查，16 家企业中的 13 家是

一般纳税人，占比 81.3%。由于生产原材料收购无进

项增值税发票，无法抵扣进项税额，而且废轮胎（橡

胶）热裂解是废旧轮胎循环利用行业中唯一没有税收

优惠政策的专业，这就造成了规范企业税负增大的同

时，一些不规范的生产企业却存在偷税漏税的现象。

另外，如前文所述，废轮胎（橡胶）热裂解企

业的前期项目投入较大，企业资金压力远高于同为

废轮胎处理行业的再生橡胶和橡胶粉专业，因此更

加需要国家给予鼓励和政策扶持。

五、热裂解行业发展建议

（一）亟待加大对废轮胎热裂解再生产品应用

性能的研发，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二）在坚决打击“土法炼油”、改善营商环

境方面，希望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能够整顿废旧

轮胎市场，建议实行“回收”和“处理”特许经

营权，建立健康的废旧轮胎循环利用体系，遏制

恶性扩张。

（三）建议将废轮胎热裂解裂解油、炭黑和钢

丝等副产物纳入《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

优惠目录》，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50%。同时，裂

解油享受免征消费税政策。

（四）建议将废轮胎热裂解企业纳入《资源综

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同时，将废轮胎热

裂解自动化连续式生产装备纳入《环保保护专用设

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17 版）》。

（五）建立本行业“产学研用”研发平台，针

对行业内的技术难点进行攻关。

（六）加大力度研发中低端环保达标的连续化

废轮胎热裂解生产设备，引导和鼓励企业采用连续

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热裂解生产工艺及装备。同时，

建议制定使用再生产品（包括裂解油和裂解炭黑等）

的鼓励政策。

目前企业
面临的最

大问题

河南
( 家 )

辽宁
( 家 )

山东
( 家 )

湖北
( 家 )

山西
( 家 )

河北
( 家 )

江西
( 家 )

合计
( 家 )

占比
（%）

原材料 3 4 2 2 1 12 75

税收 2 1 2 3 3 11 68.8

环保 1 2 1 1 1 6 37.5

技术 1 1 3 18.8

安全 1 2 12.5

其他 1 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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