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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定位为“千年大计”，提出“从现在至 2020 年，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从

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的三个阶段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绿色发展既是“永远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政治担当，也是“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

质量和效益”的经济重任 ，更是“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生大事。

矿业开发和金属冶炼对环境的影响历来都备受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关注。作为有色金属龙头企业，服务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是中铝集团应有的担当。中铝集团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的理念，推进节能减排，保护生

态环境，促进清洁生产，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017 年，中铝集团为自身降碳发展不懈努力。我们将绿色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要求融入集团战略、日常运

营的各个流程，全面提高集团节能减排和降碳工作水平，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效控制集团碳排放总量，

科学管理碳资产，树立集团绿色形象，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2017 年，中铝集团为建设低碳社会振臂高呼。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率先发起联合降碳行动，发布了首份《降

碳报告》，举办了首届“中铝降碳节”，受到国务院国资委综合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司领导肯定。

中铝集团联合降碳行动是多方位、多层面的联合降碳行动——集团总部、板块和实体企业上下联合行动，中铝

集团与合作伙伴协同联合行动，企业与员工联合行动，集团与社会动员起来立体联合行动，国内伙伴与国外伙

伴联合行动，让降碳理念深入人心，让降碳行动广泛开展，把绿色发展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不断向前推进。

翻过一山又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中铝集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的新要求，进一步夯实基础管理，突出风险防控，强化责任担当，打好环保主动仗，

自我革新，迎难而上，久久为功，开创绿色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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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碳足迹
2017 年，中铝集团围绕铝、铜、稀有稀土、工程技术、资产、金融和铝加工等主要业

务板块，通过理念降碳、生产降碳、管理降碳、科技降碳、生活降碳等多种形式，开

展降碳实践，拓印绿色足迹。

 铝电解节能技术专项“FHEST”技术目前在集团所属 8 家电解铝企业的

470 台电解槽上实施，推广产能约 35 万吨，平均实现节电 500kWh/t-Al 以上。

同时开展更低能耗电解技术工业试验，直流电耗达到 12185kWh/t-Al。

 开展强化铜冶炼先进技术等开发及应用，实现年节能 5000 吨标煤，铜冶炼

综合能耗降低至 220kgce/t-Cu。

 开展了稀土矿新型复合浸取剂协同浸取与稀土高效绿色富集与净化技术开

发，稀土收率大于 95%；基本完成离子型稀土矿开采历史遗留堆浸采空区、区

渣场的地质环境治理等。

 大规格 7055 合金铸锭成型率提升至 75%；基本解决了航空用超厚板疲劳

性能问题；全面开展了乘用车板材、型材、成型技术、表面处理、连接技术、结

构设计等研究工作，初步实现了乘用车用铝合金材料及零部件产品类型研发的全

覆盖，先后向车企和供应商提供了各类汽车用材料万余吨。

 加大赤泥、粉煤灰、冶炼渣等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以无害化、

资源化为导向开展循环经济实践，与多家高校或研究院开展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

的系列技术研究。在包头铝业建成国内首条 1 万吨 / 年废槽衬无害化处理示范线

通过验收，完全达到无害化标准和国家 I 类固体废物标准，已在集团内部推广应

用。对矿山、取土采石场等资源开发地区、大型建设项目导致的土地毁损及时抓

好治理和生态恢复，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提高复垦区水土保持功能。

 “Online Mine 在线采矿智能系统”等 11 项科研成果通过了行业协会等有

关部门组织的成果评定。2017 年，申报国内专利 183 项，国际专利 10 项，其

中国内发明 80 项；获得国内授权专利 179 项，其中发明 95 项，获得境外授权

专利 6 项。

 践行包装减量化思想，对包装材料实行多次利用、高效利用。推动氧化铝发

运告别包装袋时代。

 发展清洁能源 , 煤炭去产能 30 万吨。

 有序开展碳交易、CDM、CCER等相关业务，增加利润来源。

推广产能约35万吨

发明95项 境外授权专利6项

退出煤炭产能30 万吨
FHEST 技术应用电解槽470 台

国内授权专利179项
年节能5000吨标煤

稀土回收率大于95%

提供汽车用铝材10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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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服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

中铝集团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度参与

全球治理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同发展的责

任担当。中铝集团建立了降碳模型，从“理念降碳”“生

产降碳”“管理降碳”“科技降碳”“生活降碳”多

方发力，全面降碳。

绿之根·降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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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这表达了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

态度和坚定决心。

作为全国铝生产行业的领军企业，中铝集团秉承“绿色

制造，低碳发展”的理念，努力追求企业运营与环境保

护的协调发展。对内推动“少用化石能源，发展清洁能

源”，对外呼吁“使用节能产品，倡导绿色消费”。在

生产中落实降碳，在管理中融入降碳；在科研中重视降碳，

在生活中推广降碳。

中铝集团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遵循“回报股东、

成就员工、惠泽客户、造福社会、珍爱环境”的企业使命，

全面落实中铝“十三五”发展规划，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

大力推动节能降碳工作，提高绿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实现企业与员工、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为中铝集团

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为实现中国梦中铝新篇章做出

新贡献。

绿色发展理念

理念降碳 生活降碳

管理降碳

科技降碳

中铝降碳
模型

生产降碳

引导广大干部员工牢固树立降碳理念，大力营造

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使“绿色制造，低碳发展”“使

用节能产品，倡导绿色消费”“少用化石能源，

发展清洁能源”等深入人心。

优化生产组织，在地质勘探、

采矿、选矿、冶炼、深加工的

全流程中，通过推广智能制造

产品、使用消纳新能源、减少

金属回炉重熔、提高产品成品

率等，减少能耗，降低碳排放。

抓住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通

过推广节能技术、节能装备和

节能产品及推广短流程生产、

提高设备利用率、加强合同能

源管理等措施，进一步降低能

源消耗。加大金属回收利用、

余热发电力度，实现资源综合

回收降碳。

建设绿色矿山，加大复垦力度，

推广在复垦地上种植碳汇林，

并鼓励企业和员工个人主动开

展植树造林活动，通过复垦造

林增加集团碳资产。

推进标准化管理，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产品合格率，实现提质降碳。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和“互联网 +”思维，大力推

进现代化管理，推广无纸化办公，多用视频会代替现场会，减少

交通能耗。

建立碳资产开发、管理、使用制度和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多创造

和积累碳资产，实现开源降碳。

开展消除浪费活动，节约水、电、气及生产资料和办公用品，实

现节约降碳。

优化物资采购，引导供应链客户树立降碳理念，从源头控制高能

耗物资流入，建立供应链客户降碳黑名单制度。优化调整物流配

送，减少运输距离，实现采销降碳。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大力推进轻量化，用材质轻、生命周

期长、回收率高、整体能耗低的铝材

替代钢铁和其他材料，不断拓展铝的

应用，进而降低产品能耗。

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推

进现有存量技术优化与增量项目发展

并举，优化完善存量项目工艺技术、

超前布局增量项目技术流程，重点

实施节能技术创新、回收技术创新、

跨界技术创新、绿色生产技术创新、

循环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和能源替代创

新，切实发挥科技进步对节能减排降

碳和企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

提倡极简生活，从员工的衣、食、

住、行等方面做好降碳，并把生

活降碳的理念和方法推向企业所

在社区。倡导节约用水，减少食

品浪费；推广节能建筑及节能生

活设施，随手关灯关阀，节约用

电用水；提倡绿色出行，支持发

展共享交通工具，少用塑料包装

和一次性餐具等。

理念降碳

生产降碳

生活降碳

科技降碳管理降碳



10 11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降碳报告 2017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铝集团总部、各板块及企业均设立或明确了环保管理

机构，按规定配备了专（兼）职管理人员，各企业主体

生产分厂 / 车间也配备了专（兼）职环保管理人员。同时，

中铝集团总部、各板块和企业均成立了职业健康安全和

环境委员会，研究、解决本单位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工

作中的重大事项。

中铝集团总部、各板块和企业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均建立了层层负责的环保责任体系。各级主要

负责人是本单位环保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环保

工作负总责；分管环保工作的负责人统筹协调和综合管

理环保工作，对本单位环保工作负综合管理责任；其他

分管领导按照分工抓好主管范围内的环保工作，对分管

业务范围的环保工作负领导责任；各级职能部门按照职

责，承担业务范围内的环保工作并负相应管理责任。

2017 年，中铝集团完善和修订节能方面的管理制度，

印发《安全环保健康管理体系标准 ( 试行 )》《总部安

全环保责任规定》《职业健康安全环保督察工作规定（试

行）》等，为节能降耗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制度规范

及保障。

绿色管理体系

组织与制度建设

铝行业是首批启动碳市场交易的行业，中铝集团纳入交

易范围的企业有上海铜业有限公司、华中铜业有限公司、

西南铝板带和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铝集

团借鉴欧盟及国内大型企业碳排放管理经验，起草了《碳

排放管理暂行规定》初稿，并与中创碳投、北交所、壳

牌等企业交流探讨碳管理信息系统等，为形成中铝集团

碳排放管理体系打下基础。

中铝集团积极参与国家碳配额分配试算工作，准确掌握

碳配额分配计算方法。对电解铝（含自备电厂）企业碳

配额盈缺情况进行了试算，摸清了电解铝企业碳排放家

底，在此基础上组织郑研院及 6 家重点电解铝企业，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电解铝行业碳配额预分配方案（讨

论稿）进行了充分研讨，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同时，

为摸清电解铝碳减排成本，组织郑研院提出了电解铝碳

减排成本测算方法和测算模板，并进行了成本测算。

碳交易市场建设

宁夏能源降碳工作在行动
案  例

宁夏能源积极开展 CDM、CCER 项目管理方面的工作，截至 2017 年 12 月，在联合国 CDM 执行理事

会成功注册了 21 个 CDM 项目，装机容量为 1037.9MW，在联合国 CDM 执行理事会签发的减排量累

计约达 209.90 万吨。

宁夏能源自 2006 年进行 CDM 项目开发以来，进行 CERs（经核证的减排量）和 VERs（自愿减排量）

交易收益共计约 1.09 亿元。自进入 CCER 项目（国内）开发以来，截至 2017 年 12 月已对 2 个项目进

行交易，交易收益共计约 51 万元。

成功注册 CDM 项目

21个

减排量累计约达

209.90万吨

中铝集团发挥在国内有色金属冶炼技术研发和应用

方面独有的专业优势，围绕降低有色金属生产过程

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化技术创新，推进低碳产业

和技术。2017 年，中铝集团与中科院、上海交大

等共同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有色金

属冶炼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获得国家科技

部的立项批准，开展铝工业脱硫、脱硝的研究、技

术集成和工程示范。该项目针对有色金属主流冶炼

工艺，结合其烟气特点和技术需求，研发适用于有

色金属冶炼烟气的多种污染物协同减排技术及成套

装备，并将在铝冶炼企业，建立氧化铝和电解铝的

示范工程，实现主要版块污染物优于最新排放标准。

2017 年，中铝集团对环境问题不遮不掩，迅速下

发警示通报共 20 期，并要求企业 10 日内警示到班

组；编制完成并下发了《国内外环保事件典型案例

汇编》，帮助企业汲取教训、做好防范；强化环保

队伍建设，遴选组建了由 100 名安全专家和 25 名

环保专家组成的安全、环保专家团队，深入企业督

导检查。

绿色能力建设

基础科学研究

管理人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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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集团强化创新为“第一驱动”，培养人才为“第

一资源”，发挥有色金属领域第一梯队领头作用，围

绕节能降耗进行科技创新与技术升级。在运营生产全

过程中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进能效监察与管理。面

对全球气候变化，中铝集团积极发展循坏经济、修复

生态环境，促进企业高效发展，守护生态平衡。

绿之茎·降碳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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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铝集团开展科技项目 650 余项，申请专利

790 件，获得授权 587 件。集团成立以来，累计申请专

利 11283 件，拥有有效授权专利 4955 件，其中发明专

利 2209 件。引导、参与标准制修订项目 78 项，其中国

家标准 40 项，行业标准 30 项。

建设科技企业

推进科技创新

累计申请专利11283件

有效授权专利

发明专利

4955 件

2209 件

创新管理模式

中铝集团进一步整合内部科技创新资源，完善中央研究

院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建设，搭建人才培训交流平台。

2017 年，中铝集团中央研究院设立了 13 家分院、3 家

分技术中心。依托山东铝业职业学院、山西铝厂等 6 家

企业所属培训中心（技校），完成了中铝大学及 6 家分

校的组建工作。

整合科技资源

中铝集团加强高层次科技人才梯队建设，制定《首席工

程师管理暂行办法》，与 19 位首席工程师签订了绩效合

同，进一步规范了集团首席工程师的管理，促进高层次

专家更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制定了《青年科技人才“明

星计划”教育培训专项资助方案》，从境内外访问学者、

学术技术培训、技术交流等 5 个方面对青年科技人才进

行专项资助，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完善柔性引才机制，

研究起草了《关于实施柔性引才的指导意见》，为吸引

汇聚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助力集团改革创新与转型升级

奠定了基础。2017 年，中铝集团组织 12 名集团中高级

管理人员赴力拓位于北美的电解铝厂、氧化铝厂等地进

行了现场观摩学习，促进了集团国际化人才培养。

建设人才梯队

科技创新培训
案  例

2017 年，中铝集团在西南铝举办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在有色金属工业转型升级中的应用与发展高级研修

班，集团科研核心人员和企业科技管理部门骨干共 70 余人参与了培训。在中铝大学举办技术创新专题培

训班，集团各单位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人、技术骨干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等 1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应用与发展高级研修班参加人数

新制定科技创新制度

中央研究院设立分院 中铝大学组建分校

集团内部 13 家企业转让和许可专利

70余人

3项

13家 6家

100余件

技术创新专题培训班参加人数

100余人

2017 年，中铝集团结合自身科技创新工作实际，完成了

5 项制度的修订和 3 项新制度的制定。首次在中铝股份

开展科技项目相关主体信用积分试点工作，制定了信用

积分管理相关规定，增强科技人员的信用意识和责任心。

中铝集团进一步促进专利技术共享，鼓励集团内部企业

之间进行专利转让和许可，实现集团内部专利技术共享、

无形资产盘活和技术成果增值。2017 年度集团内部 13

家企业转让和许可专利 10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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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轻量化可以减少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对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铝合金具有轻质、

耐腐、可循环回收的特性，是交通轻量化的首选材料。中铝集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轻量化用铝作为

战略发展方向，广泛在汽车、船舶、轨道交通等领域拓宽应用渠道，推动轻量化产品普及。

轻量化产品

推广环保产品

汽车

在汽车车身用铝材及相关应用技术、商用车

铝合金车厢、高强度汽车零部件制备方面开

展了大量研发工作，实现了汽车车身用铝材

及应用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中铝集团在

国内率先突破了宽幅、高性能、高表面汽车

覆盖件铝板的产业化工艺，形成了汽车用铝

材的系列产品，已在乘用车、客车、挂车等

车型获得批量应用，并牵头制定了我国第一

部汽车铝板材国家标准。另外，中铝集团在

国内首次采用国产铝材及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为某主机厂开发了新能源汽车全部铝制

零部件，为我国汽车轻量化的自主发展起到

了重要示范和推动作用。

利用铝的材质轻、耐腐蚀等优异特性造船，

提高船舶的节能环保性能，减轻船舶本身的

重量、实现船舶轻量化已经成为国际海事界

的共识。铝合金在海洋运输船舶上也得到了

广泛应用，甲板、舱壁、舱门、推进系统、

梯子与跳板、座椅等，已由铝材替代了钢铁

和其他功能材料。中铝集团率先开展了船舶

用铝型材的研制工作，目前，为澳大利亚奥

斯塔船厂批量供应铝合金船板。

船舶
制备出国内最大截面达 30 万

平方毫米铝合金及超大宽厚比

的预拉伸板，实现规模化装机

应用；第四代铝合金 7055 大

规格铸锭成型率提高至 75%。

在第三代2297铝锂合金厚板、

600MPa 超高强高韧铝合金和

超高强铝锂合金等关键技术上

取得突破，摆脱长期依赖进口

的局面。

航空航天

中铝集团积极推行包装减量化，减少一次性包装材料使

用，对包装材料实行多次利用、高效利用。2017 年，中

铝物流分别在中州至林州、兴县至包头两条线路开展“点

对点”循环袋使用推广，共计循环使用 20.1 万条次，发

运氧化铝 29 万余吨。其中，中州物流单个包装袋循环使

用达 73 次，内蒙古物流单个包装袋循环使用 31 次，大

幅降低了包装材料能源消耗。同时，中铝物流联合郑州

铁路局货运处、郑州铁路局焦作车务段、中国船级社郑

州分社全力推进氧化铝散装集装箱发运，在中州至青海

线路完成了散装集装箱氧化铝发运实验，推动氧化铝发

运告别包装袋时代，在运输节能方面实现新跨越。

减量化包装

中铝集团积极完善节能运输体系建设，降低运输能耗，

推动产品运输低碳化。

低碳化运输 第四代铝合金 7055 大规格铸锭成型率提高到

75%

合格铝土矿皮带降耗
案  例

中铝广西分公司矿山部组建于 1991 年，1994 年至

2008 年，矿山一、二、三期相继投产。矿山至铝厂的

合格矿运输为单一的公路运输，且途经企业生活区，长

期以来给周围环境和居民的安全带来了诸多隐患。合格

矿运输线路的运行维护，运输途中交通安全，运输对环

境的噪声、扬尘污染等矛盾日益突出。同时矿山公路运

力紧张，路面、右江大桥的破损也日趋严重，投入的维修、

养护等费用越来越高。

综合多方考量，广西分公司设计了长距离曲线带式输送

机运输方案，配置综合配矿堆场、曲线胶带机、汽车中

转设施等相关设施。利用传送带运输方式，广西分公司

提高了合格铝土矿的运送效率。2017 年，直接经济效

益达 645.16 万元 , 全年未发生因矿石运输造成的相关

纠纷 , 降低了因运输引起的粉尘、噪音危害。

皮带运输的铝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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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集团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新形势新

要求，推进新能源使用。在项目运行过程中，使用光伏、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减少煤炭使用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调整能源结构，建设绿色供应链。

针对各地弃风弃光的形势，中铝集团基于前期分析，要

求中国铝业兰州分公司、包头铝业增加新能源交易电量，

山西新材料和山西华圣在突破政策瓶颈的基础上，加大

新能源交易电量。

中铝国际下属的十二冶在太原市“棕榈佳园小区、棕榈

北环小区”项目开发建设上，率先采用光伏发电技术、

太阳能供应热水等技术，成为山西省首家利用光伏发电、

实现自发自用电的企业，带动了山西省绿色节能建筑的

发展。

云铜股份西南分公司积极创造条件使用清洁能源。 2017

年，在管道天然气未通气的条件下，采用液化天然气

（LNG）作为替代气源进行供气，全年采用液化天然气

（LNG）11733 吨供气，气化后用气 704.02 万立方。

天然气的使用有效优化了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前企业煤

碳消费量占 40%，优化后煤炭消费量下降到 21%。

加强节能减排

使用清洁能源

“煤改气”让空气更清新
案  例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六号锅炉始建于 1981 年，年均燃煤量约 18 万吨，污染物处理工艺为静电除尘器 + 石

灰石石膏法脱硫，年污染物排放量约为 710 吨 / 年。

2017 年，为了减少郑州地区的燃煤总量，同时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中铝矿业有限公司决定对六号锅炉进

行改造，将原有燃煤锅炉改造为采用天然气为燃料的清洁型锅炉。

经过改造，六号锅炉不再使用燃煤，年减少燃煤使用量 18 万吨。同时采用低氮燃烧 +SNCR 法的脱硝工

艺，大幅度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改造完成后，六号锅炉年污染物排放量约为 79.6 吨 / 年，同比减少污染

物排放量 88.7%，为郑州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出了贡献。

燃煤使用量减少

18万吨

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88.7%

中铝集团注重研发节能降碳技术，制定《节能减排目标

管理考核办法》，始终把绿色低碳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铝电解节能技术专项“FHEST”技术目前在集团所属 8

家电解铝企业实施，推广产能约 35 万吨，平均实现节

电 500kWh/t-Al 以上。同时，开展的 30 台更低能耗电

解技术工业试验，直流电耗达到 12185kWh/t-Al。如全

集团在一个电解周期（7 年）内全部推广，每年可产生

直接经济效益近 4.8 亿元，每年可减排当量 CO2 约 150

万吨，约可产生 9000 万元 / 年的碳交易额。云铜股份

开展强化冶炼先进技术等开发及应用，实现年节能 5000

吨标煤，铜冶炼综合能耗降低至 220kgce/t-Cu。

研发降耗技术

平均实现节电 每年可减排当量 CO2 约

500kWh/t-Al 以上 150万吨

铝电解节能技术专项“FHEST”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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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能耗 HZG 系列搅拌装置
案  例

氧化铝冶炼采用拜耳法工艺，整个流程中用到大量搅拌设备，采用大型种分槽配置超低能耗搅拌装置，则

能够显著降低能耗、减少种分槽数量、简化工艺流程、大幅降低建设投资。而大型种分槽超低能耗搅拌装

置国内外均为空白，是种分槽大型化和低能耗最关键的世界级技术难题。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采用流体模拟仿真结合实验测试的方法，于 2013 年率先开发成功超低能耗

系列搅拌装置，2014 年又开发成功 Φ16m 超大型种分槽超低能耗搅拌装置，之后 Φ18m、Φ20m 等大

型种分槽搅拌装置相继开发成功，使种分槽大型化超低能耗真正具备了实施的条件，率先解决了这一世界

难题。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一步完成高性能桨叶开发，历时 3 年、5000 多个模拟算例，首次开发成

功 HSG、HQG、HZG 系列搅拌桨的叶片。这种圆弧面结构为国际首创，显著降低了叶片阻尼系数，提

升了排量，能显著降低能耗而搅拌效果却明显增强。经测试，HSG、HQG 搅拌桨，相比德国 EKATO

公司的 Intermig 和法国 Robbin 公司的 CBY 搅拌装置能耗降低 35% 以上。最新型的 HZG 搅拌桨能耗

降低 49.2%，比号称当今世界能耗最低的美国凯米尼尔 XE-3 型搅拌桨还要低 20% 以上，是目前世界

最低能耗指标。

2017 年，中铝集团开展了全面整治“小散乱污”专项行

动，印发了《 “小散乱污”环境整治标准》，组织对厂区、

外部管线、排污口、堆场等开展了拉网式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定责任人、定措施、定资金、限期整改。为有效

防范环境风险，压实环保责任，在企业全面实施重点排

污口“河长制”，发布《关于推行重点排污口“河长制”

的通知》，由 122 位企业主要负责人或分管领导担任 89

家生产企业 478 个重点排污口“河长”，并明确了“河长”

职责，设置了“河长”标牌。

为进一步有效降低污水排放带来的环境风险，提高水资

源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集团制定并印发了《深

入推进工业废水“零”排放工作方案》。各企业积极响

应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业废水“零”排放措施。华中铜业、

西南铝等未实现零排放但临近环境敏感区域的企业编制

并上报了工业废水“零”排放实施方案。赤峰云铜环保

升级搬迁改造项目将工业废水“零”排放纳入初步设计，

从源头把关建设高水平废水“零”排放企业。截至 2017

年底，集团共有 41 家企业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

控制废水排放

最新型的 HZG 搅拌桨能耗降低

49.2%

比美国凯米尼尔 XE-3 型搅拌桨还要低

20% 以上

年度 单位 2015 2016 2017

新水使用量 万吨 13500 14200 14176

再生水使用量 万吨 3641 4828 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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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用水 实现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案  例

水耗是氧化铝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中州铝业新水日耗 48000 余吨，相应带来的是煤、电、

汽等能源的高消耗。同时，深井水作为中州铝业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之一，水位连年下降，2014 年

8 月出现了历史最低水位 -56.15m，超过警戒水位，逼近事故水位。

中州铝业多措并举，加强生产用水管理，实现集约用水——完善投用水系统计量网，精准计量水消耗；提

高水的循环再利用，减少水资源消耗；加强供水管网维护，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循环水使用率，减少新

水补充；开展查水治水活动，杜绝越级用水；加强煤矿水、尾矿回水的回收处理，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

通过一系列措施，中州铝业工业水处理站提升水实现零排放、一环水处理提升水全部实现循环利用，煤矿水、

尾矿水等工业废水 600 余万吨全部回收再利用，实现零排放目标。2017 年，集团新水总用量比 2016 年

减少 250 余万吨，日新水用量比 2016 年减少 7000 余吨，其中地下水用量减少 203.5 万吨。

新水总用量比 2016 年减少

250余万吨

日新水用量比 2016 年减少

7000余吨

中铝集团关注全球气候变化，主动担负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以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手段，推动节能减排，

实现低碳发展。

适应气候变化

发展循环经济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绿色转型

的必由之路。中铝集团按照中央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统一部署，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不断

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绿色化”。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提升工艺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中铝集团关注废弃物再利用，秉承“废弃物是放错地方

的资源”的环保理念，加大赤泥、粉煤灰、冶炼渣等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开发，以无害化、资源化为导

向开展循环经济实践，减少废弃物排放，保障集团绿色

运营。2017 年，集团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30%，

比计划提高 3%。

发展循环经济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2015 27.0

2016 28.6

201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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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的保障。中铝集团坚持“负

责任的矿业开发”理念，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

水青山”，注重环境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决策每

一个投资项目时，将环保要求放在首位考虑，努力减少

自身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在开矿之前，组织专业机

构进行前期调研；在施工中，注重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

的完整和保护，强化生态功能区建设；在开矿之后，巩

固和发展退田还林成果，继续恢复山地和林地，有效保

护和不断增强林地和湿地系统功能。

2017 年，集团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自然保护

区和生态功能区建设，在有效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基础

上，加强资源开发与建设项目的生态管理，对矿山、取

土采石场等资源开发地区、大型建设项目导致的土地毁

损及时抓好治理和生态恢复，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

效机制，提高复垦区水土保持功能。截至 2017 年，集

团新增矿山复垦面积 657 亩，11 个矿山获得“国家级

绿色矿山试点单位称号”。

修复生态环境

覆垦造田造福乡亲
案  例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渑池矿秉承中铝集团“科学开发，保护环境，创建和谐生态绿色矿山”的宗旨、 “点石成金，

造福人类”的社会责任观，打破以往开矿获利后再履行社会责任的传统做法，坚持矿山建设和矿区新农村

建设、矿区土地覆垦、生态绿色种植同步推进，全面推进和谐绿色矿山的创建，做到了取出的是“宝贝”，

留下的是“宝盆”。近年来，渑池矿根据豫西山区的地域情况、特点，在所处豫西山区开展覆土造田工作，

在露天开采铝矿石的过程中，采用“规划—剥离—采矿—覆垦—收获”的产业经济链条，不仅为中铝矿业

有限公司输送了大量的高铝矿石，而且为当地乡亲植树造林、覆土造田，造福了一方，既改善了生态环境，

又促进了当地环境保护，让矿区村民收获了绿色、财富、幸福和新的希望。

与湖南农业大学合作，完成《拜耳法赤泥

基肥料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试验室研

究》。在成果的基础上，2017 年，中州

铝业在烧结法沉降系统旁建设了一条年消

耗赤泥 2 万吨的土壤改良剂试验线，通过

板框压滤、浆叶干燥机等设备，将赤泥进

行物理改性，使赤泥固液分离后形成赤泥

微粉，并通过复配等工艺生产出土壤改良

剂产品，实现赤泥资源化利用的技术示范。

中州铝业赤泥土壤改良剂浏阳 100 亩施加了 XS6000

型土壤改良剂的农田

赤泥综合利用
案  例

中铝集团是全国最大的氧化铝生产企业，在氧化铝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赤泥。赤泥的排

放堆存，既占用土地浪费资源，又易造成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赤泥的大规模资源化利用已势在必行。中

铝集团在行业内率先开展赤泥资源化综合利用的系列技术研究，积极推动赤泥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应用。

与北京科技大学共同攻关一系列赤泥综合

利用技术。2017 年，赤泥等多固废协同

制备路面基层材料技术取得科技成果鉴定

证书，并申请了发明专利。在华兴铝业赤

泥堆场道路硬化项目中，由于采用了此

项技术共消耗赤泥 5000 吨，消耗粉煤灰

2600 吨，消耗煤矸石 7100 吨，同时节

约了大量的砂石资源。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开展赤泥堆场生态复垦技术研究工作，选

用价格低廉、来源广泛的改良基质修复赤

泥土壤，完成了赤泥土壤修复及盆栽种植

实验，该技术可加速赤泥生态化修复，减

轻赤泥环境危害。赤泥经改良修复后，栽

种经济能源型耐盐碱植物并引入适生微生

物，实现赤泥堆场的生态环境治理。

郑研院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

中州铝业

中铝矿业有限公司洛阳矿复垦的土地已经种上了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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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铝集团连纵合横，打造绿色平台，成立降碳联盟，

培养降碳生态圈。通过企业自主贡献，主动应对气候

变化，共担降碳责任。集团将降碳的思想融入日常运

营与生活，推进绿色办公、开展环保公益，由己及人

传播低碳理念，践行绿色倡议。

绿之叶·降碳生态



28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降碳报告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党中央关

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7 年中铝集团提出

了要打造环保节能平台，建设绿色中铝的工作部署，并

筹备成立中铝环保节能集团有限公司。

共筑绿色平台

打造环保节能平台

为了响应和落实新发展理念，把“点石成金，造福人类”

的社会责任理念融入管理和实践，2017 年，中铝集团在

全国低碳日举办首届降碳节。并在开幕式上与中国节能环

保、中远海运、吉利汽车等供应链伙伴以及中国企业社会

责任百人论坛、金蜜蜂社会责任机构共同发起了《联合降

碳倡议书》，发布了第一份《中铝降碳报告》，颁发了第

一届“中铝降碳好新闻”“中铝降碳十大优秀案例”等奖项。

中铝集团联合降碳行动是多方位、多层面的联合降碳行

动，即集团总部、板块和实体企业上下联合行动，中铝

集团与合作伙伴协同联合行动，企业与员工联合行动，

集团与社会动员起来立体联合行动，国内伙伴与国外伙

伴联合行动，让降碳理念深入人心，让降碳行动广泛开展，

把绿色发展方式、绿色生活方式不断向前推进。

发起成立降碳联盟

中铝物流推进联合降碳
案  例

中铝物流与中石油、中远海运等有影响力的央企携手参与中铝集团发起的 “联合降碳行动”。与中石油

北京销售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中油中铝（北京）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全年完成优质成品油销售 2.42 万吨，

建设节能环保型橇装加油站 4 座。

全年完成优质成品油销售

2.42万吨

建设节能环保型橇装加油站

4座

292017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绿色倡议

2017 年 6 月 13 日，中铝集团在首届中铝降碳节上发起联合降碳行动倡议：

科技降碳：加强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生产技

术的开发与运用，开发低消耗、低排放的绿

色环保产品。

生产降碳：推进低碳生产经营，淘汰落后生产工

艺和装备，在生产中推广使用低消耗、低排放的

绿色环保产品。

管理降碳：构建涵盖采购、生产、

销售、物流、回收等各个环节的

降碳管理体系，通过优化管理有

效降碳。

标识释义

“同心缕 +”是中铝集团的公益品牌名称。“同心缕”即“同心结”，

“同心缕”分别为“铜、稀、铝”的近音字，突出了行业特色。“同

心”寓意中铝集团关心各利益相关方需求，愿与各方同心协力，

为社会创造价值。“缕”寓意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还有涓涓

细流的意思，寓意中铝集团将秉承可持续的理念开展公益活动。

“同心缕 + 联合降碳行动”是中铝集团 2017 年在全国低碳日

启动的降碳公益项目。

理念降碳：牢固树立五大

新发展理念，将降碳意识

和降碳理念融入生产、工

作全过程，让低碳文化深

入人心。

同心缕 中铝降碳行动

生活降碳：在衣、食、住、行、用

等方面倡导绿色消费，购买低（零）

碳产品和服务，践行“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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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绿色理念

中铝集团倡导“绿色办公”理念，完善绿色办公制

度，鼓励每一名员工都要从自身做起，节约一张纸、

一度电、一滴水、一升油。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开

展节能环保主题活动，传播节能环保的知识和低碳

生活的理念，培育形成良好的环保氛围。

中铝集团倡导并实施绿色办公，在节电、节水、减少

办公耗材的使用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绿色办公方案，

并将绿色办公绩效纳入日常监测体系。积极推进视频

会议系统建设和使用，减少现场会议数量。科学安排

公务出行，优先使用低碳交通工具。中铝集团已建成

58 套全景仿真视频会议系统，覆盖总部及 50 家实

体企业，总部及 51 家企业完成视频会议高清改造。

2017 年集团总部及各板块本部召开各类全景仿真视

频会议 1738 次，参会人数 70616 人次，其中主会

场 13154 人次、分会场 57462 人次。

视频会议系统在中铝集团总部、板块和企业之间广泛

应用，不仅提高了会议效率，而且节省了大量差旅费，

扣除视频会议系统租赁费后，2017 年可节省差旅费

用 5000 多万元。

绿色办公

2017 年召开各类全景仿真视频会议

1738次

参会人数

2017 年可节省差旅费用

70616人

5000多万

中铝集团热心环保公益和宣传活动，积极传播环保理念，让更多的人了解绿色理念。

环保公益

多措并举助推绿色
案  例

近年来，云铜集团楚雄矿业六苴铜矿通过制度的健全以及节能工作的宣传，辅以评星、评先相关活动的开

展，逐步改变了全员的资源意识和节能意识，使大家认识到节约能源人人有责、人人有为。整个矿山形成

以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为荣，做到人走灯灭、水关。

通过不断地落实各项制度，杜绝了能源的浪费。

通过坚持正向激励的做法和营造“节能光荣、浪费为耻”的氛围，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坚持开展“节能降耗星”和“节能降耗先进单位”流动旗评选活动 , 竞赛对象为六苴铜矿所有二

级单位 , 为了争星、争旗，每个员工都在为努力创造一流的企业建言献策。

通过不断的培训、宣传，培养了全员节约意识，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由制度化管理向自觉性习惯行

为过渡，不断增强员工的节能意识。

玉少溪矿业山水铜业公司开展世界环境公益宣传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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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之花·降碳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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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铝集团）是国家授权的

投资管理机构和控股公司试点单位，是中央管理的国有

重要骨干企业。2017 年 12 月 16 日，经国务院国资委

批复同意，中国铝业公司改制为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铝集团设有铝业、铜业、稀有稀土、工程技术和资产

经营、金融、铝加工等相关业务板块，是中国最大的有

色金属产品供应商和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色金属公

司，也是中国最大的铜业联合企业和产业链最完整的稀

土行业整合主导企业。

中铝集团作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龙头企业，承担着保障

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和国防军工高端材料保供的重要使命，

已为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和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提供了上

百种合金、数千个品种的有色金属材料，完成了 100 多

个军工配套科研项目，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科技成果。2017 年，中铝集团引领有色金属行业践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研制开发航空航天系列铝材，当好实施

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拓展铝的应用，大力开发高铁、

船舶、汽车轻量化铝材，推广应用铝天桥、铝防洪墙、

铝模板、全铝家具、铝围护板、铝挂车、铝托盘等一系

列新产品，扩大优质增量供给。

中铝集团概况

金蜜蜂全球
CSR2030

倡议先锋企业

中铝集团

2017 年度环保
公益勋章

中铝联合降碳行动

十大公益组织   颁发

中国企业应对气候

变化优秀案例奖

中铝集团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百人论坛   颁发 金蜜蜂社会责任机构   颁发

2017 年度
绿色环保奖

中铝集团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百人论坛   颁发

全球契约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先锋企业

中铝宁夏能源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中心   颁发

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铝集团

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

中铝绿色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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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之果·降碳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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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单位 2015 2016 2017 口径

降碳管理

环保总投资 亿元 15.2 14.5 1.9

环保培训次数 人次 166545 203568 564941  

较大及以上环境事件和职业危害事件 次 0 0 0

新建项目执行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的比率 % 100 100 100

降碳运营

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率 % - -8.47 14.45% 同比 2010 年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变化率 % -9.51 -23.71 -27.04 同比 2010 年

能源能耗总量 万吨标煤 101 100 30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变化率 % -0.44 -0.76 -23.71 同比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使用量 万吨标煤 109.6 86.8 97.1

重复水用量 亿吨 - 34.62 30.99

工业水重复利用率 % - - 96.28

全年能源消耗总量变化率 % -0.87 -4.76 +12.2 同比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变化率 % -0.44 -0.76 -24.20 同比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27.0 28.6 30

氧化铝综合能耗 % -9.58 -11.07 0.97 同比

铝锭综合交流电耗 kWh/t -148 -0.225 -0.629 同比

精炼铜综合能耗 % -11.07 -3.72 -10.12 同比

铝加工材综合能耗 千克标煤 / 吨 228.76 214.06 -20.46 同比

铜材综合能耗 千克标煤 / 吨 7.43 -6.03 -27.09 同比

年度新鲜水用水量 万吨 - - 14176

再生水使用量 万吨 3641 4828 4738

中水循环使用量 万吨 - 346200 309960

新增矿山复垦面积 亩 4035 4693 657.2

降碳生态

办公用电量 万千瓦时 215 300 370 总部

办公用水量 万吨 14.5 17.3 16.55 总部

办公用纸量 包 1425 1376 1700 总部

办公垃圾处理量 吨 10 9.5 11 总部

减少公务旅行减排量 吨标煤 2205 561 2900

指标名称 单位 2015 2016 2017 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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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全球气候变暖日益严重，降碳已经成为人类挽救自身的必然选择。2017 年，我们启动联合降碳行动，在理念降碳、生

产降碳、管理降碳、科技降碳和生活降碳领域推进绿色发展。展望未来，我们将以低碳企业、低碳社会为目标奋力前行。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培养科技研发人

才、提升科技研发速度，攻克难点，在矿山安全、

低碳冶炼、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加快低碳技术研发，

带动有色金属行业降碳科技发展。

节奏再快

我们将进一步推广绿色技术、利用清洁能源、落实

节能降耗、守护生态平衡，使性能更轻量、包装更

减量、运输更低碳、矿业更绿色。

力度再大

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中铝集团将以身作则，致力成为有色金属行业降碳排头兵，在全国打响集团联合降

碳品牌，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精准化管理，使用视频会议，优化物资采购，实行无纸化办公，减少资源浪费。进一

步完成碳资产开发和管理，实现开源降碳。

办法再多

我们将进一步践行联合降碳倡议，打造环保低碳生态。开展环保宣传，使低碳发展的理念融入企业，把绿色消费

的观念推向社区。构建降碳氛围，引领和带动全行业乃至全社会掀起降碳热潮。

效果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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