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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
大力拓展城市固（危）废综合利用

宝武环科以 野成为中国环境资源行业的一流企
业袁做工业环境的治理者尧产城融合的践行者尧城市

矿山的开发者冶为愿景袁以野协同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袁打造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专业化平台冶为使命袁聚焦野城市钢厂尧工业园区尧城市矿
山冶三大战略市场袁围绕野冶金炉渣建材化尧冶金尘泥金属化尧氧化铁皮
产品化尧固废处置全量化尧土壤修复生态化尧城市固废资源化冶等六大
业务方向袁加快推进野专业化整合尧产业化发展尧生态化协同冶袁助力创
建野无废工厂尧城市钢厂尧无废城市冶遥

公司简介

130年袁中国宝武人勇往直前尧风雨兼程袁
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袁并不断向着更加
宏伟的目标砥砺前行遥尽管宝武环科成立的时
间不长袁 但始终秉承钢铁报国的初心使命袁肩
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遥
宝武环科自正式运营以来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按照中
国宝武野一企一业尧一业一企冶战略导向袁大力
推进专业化整合尧产业化发展尧生态化协同袁积
极协同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袁打造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专业化平台遥

宝武环科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宝武考察调研时野老大变强大冶的指示精神袁
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尧业务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
创新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袁积极推进
绿色发展和产城融合袁为城市环境改善袁架企
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桥梁袁共享绿色价值袁实现
共生共荣遥

共享绿色价值 实现共生共荣
宝武环科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陈在根

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袁 有一类常见的
有害垃圾要要要使用后的废油漆桶遥 过去袁此类危
险废弃物在城市中难以消纳袁且会遇到回收难尧
利用难尧监管难等问题袁但若不及时处置它们袁
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遥

为了积极践行钢厂与城市的共生共荣袁开
辟钢铁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袁2014年起袁宝
武环科联合上海市环保局尧宝钢股份等袁开展了
利用宝钢工业转炉协同处置废油漆桶的可行性

研究袁结果表明此工艺流程具有处置能力大尧成
本低尧能耗低尧污染排放低尧100%资源化利用的
优势袁 且产出的钢铁产品质量未受影响袁 能够
野点石成金冶野百炼成钢冶遥

为更好地让项目落地袁 宝武环科和宝钢股
份对转炉处置废油漆桶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反复

试验和研究袁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场地改造尧设

备购置尧配套环保设施等方面的投入袁确保处置
全流程的规范尧环保遥 在实际运营中袁宝武环科
运用自有的危险废弃物回收平台袁 集中收集零
散在城市各处的废旧油漆桶袁 再经废铁质包装
容器打包工业产线进行压块覆膜预处理袁 后送
至宝钢转炉进行焚烧再利用袁 保证了过程中无
二次污染遥 宝武环科通过自身的努力架起了钢
铁与城市共同发展的桥梁袁 建立起了工业与城
市之间的野绿色纽带冶遥

自 2015年 10月正式运营以来袁 在转炉协
同处置铁质包装容器业务中袁 累计处置废油漆
桶 4万余吨袁 回收处置总量已接近上海市总量
的 1/4袁覆盖市内各行政区域袁涉及各类化工尧制
造生产型企业袁 有效解决了小宗零星产废单位
废弃油漆桶处置的难题袁 也使宝武环科逐步成
为小规格废油漆桶的市内核心处置商遥

另外袁 宝武环科旗下的一站式危险废物管
理服务平台渊小微平台冤袁是上海市首个野区级中
小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转运平台冶袁此平台自
2018年 8月投入运行以来袁 累计周转危废近千
吨袁 帮助 700余家中小企业解决了危险废物处
置困难的难题遥
宝武环科在产城融合方面的步伐不止于

此袁今年还建成了年处理规模为 4.3万吨的国内
首套自主集成通沟污泥处置产线袁 可使城市排

水管道养护中疏通清捞出来的通沟污泥袁 被规
范化尧无害化尧资源化处置遥 目前袁本业务已覆盖
上海宝山尧虹口尧静安尧徐汇等区域袁并向全市范
围进行拓展遥

产城融合———转炉协同处置铁质包装容器

宝武环科固危废

检 验 检 测 中 心 于

2019 年 7 月建成袁11
月具备检测能力遥 检
测中心汇集了小微平

台尧油漆桶处理中心尧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等板块的测试业务袁检测对象为废水及固渊危冤废遥
2019年因业务划分袁我有幸成为检测中心一员袁野数

据真实准确有效冶是我的检测宗旨袁野工作踏实认真快乐冶
是我的工作理念遥 我个人从事飞灰螯合处置和检测工作
多年袁对实验室情有独钟袁穿上白大褂尧戴上护目镜的那
一瞬袁一种野我就是环保人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遥

从事检测工作初期会有一种厌倦感袁觉得枯燥乏味袁
没有成就感袁没有挑战性袁每天面对一连串数字袁毫无生
趣遥一个机缘巧合袁我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和
规律袁从此袁也对这些数字产生了兴趣遥此后的工作中袁我
不断收集尧分析数据袁建立实验室大数据库袁绘制数据图袁
形成一套实验室数据控制体系袁为现场服务提供指导遥

我们的处理对象是固渊危冤废样品袁这些样品存在很
多不确定性袁基质复杂干扰大袁测试数据不稳定等袁对于
检测人员来说是痛点袁 数据真实性准确性不能保证遥 为
此袁我们对各种固渊危冤废样品进行分类袁野量身定制冶做方
案袁野对症下药冶测样品袁野严格把关冶出数据袁保障数据真
实准确遥

平凡的事细致做袁 平凡的人踏实行遥 实验室的女将
们袁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袁既是固渊危冤废破解者袁又
是环境保护守护者袁我们用真情让平凡岗位闪光遥

平凡之中现真情
工业环境保障部固废处理技术区域师 季玉玄

作为资源环境

业的一名员工袁我始
终树立和践行野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的理念袁持续推进绿
色发展袁积极参与到
污染防治和打赢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之中遥
2015年底袁 我因为工作关系借调到废油漆桶业务开

拓部门袁 这是我第一次和危废打交道遥 那时我刚走出校
门袁学习专业并不是环境治理袁对危废基本没有概念袁也
对人们随意处置的危害性没有直观认识遥虽然只有短短 2
个月袁但是在心里却埋下了一颗渴望深入了解的种子遥

2017年初袁负责危废收集转运项目后袁我开始真正深
入学习和了解袁 一年的项目策划过程也是我快速汲取知
识提升自己的过程遥 这一年的学习让我对危废的管理要
求有了深刻认识袁 也为我后期从事危废业务管理和企业
危废管理指导奠定了基础遥

2018年袁危废收集转运业务正式启动后袁作为宝山区
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单位袁 我代表危废处置管理部
组织配合宝山区生态环境局参与了几次危废违规处置案

件袁看到那些因企业不懂危废管理要求尧缺乏危废危害认
识而导致的环境污染袁我更加觉得重责在肩遥

这份责任感让我开始把危废治理业务从公司的事业

转变成我的事业遥在做好危废收储业务管理尧提升公司营
收的同时袁我也开始逐渐热衷于做企业环境管理指导遥要
知道袁企业是危废的主要产生源袁能把我所学到的专业知
识传递给相关企业袁就可以帮助产废企业减少危废污染遥

未来袁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袁推动企业高质量
绿色发展袁也能为以后的天更蓝尧水更绿多做贡献袁
给子孙后代多留一些新鲜的空气和绿色的土地遥

争当环保卫士 建设绿色宝武
工业环境保障部基础管理 管 经

2020 年夏天袁我
有幸加入了宝武环

科袁 成为了一名新宝
武人遥 时逢中国宝武
130年宣传教育系列
活动袁 对于和我一样
的新进大学生袁 在集
团培训中重温了中国宝武的发展历史袁 了解了其深刻悠
久的企业文化袁参观了钢铁资源的生产尧运输以及再利用
等各种先进技术遥 大国企业的魅力尧工业环保的责任袁无
形中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遥踏上岗位的那一刻袁自己便暗
下决心一定要继续努力袁 争取在中国宝武这个广袤的平
台袁为钢铁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遥

工业环境保障部作为宝武环科下属业务单元袁 在固
渊危冤废处置综合利用服务领域具有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
经验遥进入轮岗实习阶段后袁我跟随各位带教老师熟悉了
多项工作业务袁了解了各个部门的运转流程袁学习了公司
对于危险废弃物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以及处置方法遥 此
外袁在满足集团内部需求的同时袁我们也在努力拓展自己
的业务规模袁争取协助更多企业来解决其固渊危冤废处理
的难题遥为了创造一个信息更完善尧资料更健全的管理体
系袁应宝山区环保局要求袁由工业环境保障部牵头开展了
宝山区所有企业固渊危冤废统计信息的整理核查工作遥 作
为核查工作小组的一名成员袁 我深刻感受到了自己肩上
沉甸甸的责任遥

作为一名年轻人袁 从事能源环保管理工作后让我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院牢记使命袁秉承老一辈钢铁人的坚
定信念和精神袁积极进取袁为中国宝武的钢铁环保事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浴

为钢铁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工业环境保障部能源环保管理 王忠一

作为宝武环科从

事渊危冤废处置的一名
普通员工袁 我经历了
从野固废冶焚烧到野危
废冶焚烧的转变袁一字
之差袁 凸显了焚烧物
料和循环利用工艺上

的改变遥这种改变正是中国宝武坚守钢铁报国尧产业报国
初心使命袁持续推进野十四五冶绿色发展规划袁践行野长江
大保护冶的体现遥
随着野史上最严冶叶环保法曳的出台和实施袁环保管控

压力持续增大袁危废如何合法尧合规尧妥善处置成为了产
废单位的一大痛点和难点遥中国宝武致力于产城融合袁积
极探索充分利用钢铁业热态炉窑优势协同解决城市固

渊危冤废的途径遥 我所工作的危废处置管理部正是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袁 目前正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面向
工业领域和城市领域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专业化能力的

危废服务道路遥
危废焚烧袁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袁如何在确

保产量的同时袁又能保证烟气排放达标是一个挑战遥所以
在焚烧设备改建之初我就投入其中袁详细了解新设备尧新
工艺以及新的环保要求等遥在生产过程中袁我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物料配比及时调整空燃比袁 制定烟气排放异常时
的应急处理预案袁 同时对日常设备维护保养等提出了许
多改进方法袁使这套利旧焚烧系统发挥出了高效能袁也为
二期生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遥
我将一如既往做好本职工作尧提高技术能力袁通过优

化焚烧工艺和操炉流程袁帮助产废单位妥善处置危废袁努
力成为野长江大保护冶工作的积极践行者遥

成为绿色发展的坚定践行者
工业环境保障部焚烧炉操作工 吴 忠

无废工厂院公司致力于多途径消纳钢厂固渊危冤废资源袁专注于冶金渣
固废产品化循环利用及转底炉等新技术遥

城市钢厂院公司运用冶金窑炉装备处置城市固渊危冤废资源袁体现城市
与钢厂的共生共荣袁打造了野小微平台冶回收处置业务尧废油
漆桶尧焚烧炉处置平台等遥

无废城市院公司利用自身技术尧市场优势袁为城市固渊危冤废资源提供环
保处置服务袁助力绿色城市建设袁开展了土壤修复尧焚烧飞灰
业务等遥

管理者说

践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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