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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富富

济南的初冬，并不都如老舍
所言充满诗意。寒风，就像从地下
蹿出来，让人无处躲藏。

在它东部50公里左右的章丘
刁镇，无论是面对记者，还是开公
司高层干部会，唐一林总会重复
几遍他的危机论。“我们现在能领
先三五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
不能持续创新，在速度上保证独
家竞争力，随时都会被对手赶
超。”

至今，刁镇有些个体旅馆老
板还依稀记得 10年前的幸福生
活：每家都住满了到圣泉集团偷
艺的同行，对员工的挖墙脚行为
更是从未间断。

结果，十年过去了，圣泉集团
员工达到3500多人，成功进入世
界五大铸造辅助材料生产厂家行
列，其呋喃树脂技术更是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产销量居世界第一
位。

圣泉集团还初步打通了植物
秸秆综合开发和改性酚醛树脂两
条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两大平
行技术体系的融合，形成了以研
发为支撑、成本和应用双领先的
格局。

这条日益加宽的产业护城
河，给了唐一林和圣泉集团充裕
的时间，为实现“为农民再造一个
地球、为国际能源困局解忧、为中
国创造助力”三大愿景，从容布
局。

执意而为

秸秆里生产大财富

作为一家拥有国际领先水平
的生物化工、铸造材料、工业酚醛
三大支柱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有谁知道，它很多产品的原材料，
却来自被人认为是“废物”的秸
秆。正如青霉素等伟大的科学成
就，往往来源于千万次失败后的

“偶然”发现一样，圣泉攻关纤维
素乙醇项目的经历，实质上就是
类似“种豆得瓜”，而后水到渠成
的过程。

所有商业界的传奇与先知，
都是功成之后外界的赞誉或追
认。20年前，如果有人问唐一林，
你能对中国的能源事业做点什
么？

他一定会把它当成笑话。因
为当时圣泉生产的糠醛只是铸造
业的辅助材料，与能源根本不靠
边。况且，当时在全球和中国，能
源危机这个话题都没有现在这么
现实。

今天，如果有人问同样的问
题，他的答案一定会让一些人觉
得是笑话。

“明年5月份，我们有望成为
世界上唯一一家能工业化生产纤
维素酒精，同时还能取得经济效
益的企业。”唐一林的话有些拗
口，意思很清晰。

他的前半句，大部分专家都
会基本同意，因为国内已经有吉
林乙醇、广西中粮、丰原生化、中
粮肇东和河南天冠五家企业，取
得了生产燃料乙醇许可证。全球
范围内，工业化生产纤维素乙醇
的技术已经被攻克。

问题是后半句。现有纤维素
乙醇的生产成本超过万元，出厂
价最高七八千元，没出厂就亏损
的现实，制约了这个产业的起步。
效益，从哪来？

但唐一林不是在说笑话。他
不仅用他特有的逻辑来证明这件
事可行，更是拿出了真金白银。

已申报上百项专利的50万吨
秸秆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就是这
个梦想的载体。现在，毗邻老厂区
新规划的厂房内，第一条年产能
10万吨的生产线，已经经过中试，
开始建设，计划2012年3月份试运
行，5月份正式生产。

第一个秘密在于成本。它的
大部分原料来源于糠醛生产线的
废料。也就是说，上一道工序的废
料，成为下一道工序的预处理。

它的第二个秘密是产出。废
料中提取的不仅仅是纤维素，还
有更有价值的成分——— 高活性木
质素。据专家介绍，高活性木质素
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

中的一种，可以作为石油化工原
料替代品制备改性高分子材料。

这是一笔划算的经济账，唐
一林算得很清楚。

首先，公司获得了足够的竞
争优势。每6 . 5吨植物秸秆可生产
一吨酒精、一吨木质素、一吨木糖
或糠醛。按原材料分摊，相当于每
2 . 6吨植物秸秆就可出一吨酒精。
结果，同样6 . 5吨秸秆，原来产值
只有不到万元，现在则能超过3万
元以上。

其次，农民受益。现在，一吨
玉米芯可卖到上千元，一吨秸秆
就能卖到400元左右。随着产业链
条的扩展和社会总投入的增加，
秸秆价值必然水涨船高。

第三，是社会受益。不仅能降
低总能耗，还能提供多样性能源、
新材料的解决方案。

此时回望，其实，这个研发过
程则充满曲折。

正如青霉素等伟大的科学成
就，往往来源于千万次失败后的

“偶然”发现一样，圣泉攻关纤维
素乙醇项目的经历，实质上就是
类似“种豆得瓜”，而后水到渠成
的过程。

1979年，圣泉就开始从事用
玉米芯加工糠醛。2006年，圣泉在
科技部和财政部的调度与政策支

持下，决定研发以糠醛渣为原料
生产纤维素乙醇的技术。

经过三十多年的技术积累，
同时与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科
研院校展开全面技术合作，当年，
圣泉就成功研发出“两步法”糠醛
新技术工艺，改变了传统的糠醛
生产工艺，将糠醛生产原料从单
一的玉米芯扩大到包括玉米芯、
玉米秸、棉花秸、甘蔗渣、稻壳，甚
至树皮、树枝等在内的众多原料。
同时，该工艺生产的糠醛渣，将生
物质含有的60%以上纤维素保存
完好。

然而，在原料范围和提纯上
都初试成功，生产成本也已大幅
下降，但效益核算仍不过关。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德之
功，在于顺其自然。生长于百脉泉
边的唐一林，苦思之后，提出了另
外的思路，不直接提取，而是在残
渣中再次提取有效成分，转化为
产品，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下
功夫。

执意而为，未见其功；曲线行
之，可观奇效。2008年，圣泉从玉
米芯、玉米皮、果皮等植物半纤维
素中生产L-阿拉伯糖等系列功能
糖，使植物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
链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一次转折，不仅诞生了一

个年产能达到2000吨的全球最大
稀有功能糖生产基地，还有一个
意外收获：经过前两次提取之后
剩下的纤维素，不仅提取更为容
易，纤维素的提取率也超过了
80%。

铸鼎有器

还需大匠能工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脉动，已
引起我国科技领域的共鸣。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
书记白春礼指出，世界已经处于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拂晓”，谁能
提前判断科技革命发生的领域、
进行前瞻和重点部署，谁就有可
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事实上，我国一批优秀的企
业家早就开始了探索和布局。唐
一林就是先行者之一。

1990年，唐一林就投资100
多万元聘请了专家、学者担任顾
问，选调了一些技术人员，组成
了专门研究呋喃树脂的厂办科
研所。

在遍地是市场、处处是模仿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唐一林的行
为充满风险，也足够有前瞻性。

当然，创新无坦途。
首要的，是改变观念。唐一林

至今还记得英国工程师英·施伍
德带给自己的影响。

1997年，圣泉与英国HMC公
司共同组建圣泉海沃斯化工有限
公司。合作之初，公司技术总监
英·施伍德就提出要花100万美元
买试验仪器。这让公司上下一片
哗然。因为，这个数字正好是当时
公司的年利润。

“试验仪器、装备就是一双双
慧眼，它能发现细微的变化，并做
出精确的反应和调整。传统的方
法根本没办法达到这个精度。”
英·施伍德最后说服了唐一林。

这个决定，让圣泉直到今天
仍有直接受益。

在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的圣
泉技术中心大厦内，价值8000多
万元的国际、国内一流专业试验
仪器、设备，如色谱分析仪、傅里
叶红外光谱仪、激光粒度分布仪、
核磁共振、质谱仪、高温性能测定
仪、高剪切乳化机、阿贝折射仪、
碳硫红外线高速分析仪、万能抗
拉强度试验机，一应俱全。

这些装备，为技术中心的生
物质研究所、铸造材料研究所、酚
醛树脂研究所、陶瓷材料研究所、
阿糖功能糖应用研究所、生物医
药研究所等七个内部研究机构提
供了有力的科研保证。

其中，神八飞船返回舱高效
空心填料工程的攻关任务，就是
在中科院化学所前期研制技术的
支持下，由酚醛树脂研究所主要
承担完成的。“如果没有精密仪
器，我们的改性酚醛树脂防火材
料的闭孔率就做不到这么高。”酚
醛树脂研究所所长李枝芳说。

值得一提的是，圣泉集团把
军用酚醛树脂改性后用于民用产
品，创造了圣泉“安特福”防火保
温板这个品牌。目前，作为全国最
大的建筑用酚醛防火保温板生产
基地，圣泉推出的“安特福”防火
保温板经国家防火建筑材料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检验，燃烧性能达
到国家A级标准，成为当前最理
想的外墙保温防火材料之一。

除了观念，唐一林在陶瓷过
滤器的研发过程中还尝到了其它
的滋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唐一
林到全球最大的树脂生产企业英
国福士科造型材料公司参观时，
就对过滤钢水用的陶瓷过滤器产
生了浓厚兴趣。

他有一点很不服气：中国是
陶瓷的发祥地，现在却成了英国
人赚钱的宝物。于是，他带回样
品，组织国内一流专家和科研院
所，进行科技攻关。

经过多年努力，效果却并不
理想。

从2001年起，他先后从台湾、
韩国引进专家，并以百万年薪聘
请了英国专家进行指导，才在
2005年底，将该产品的各项指标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在此基础
上建成全球最大的泡沫陶瓷过滤
器工厂。

这个过程，让唐一林逐渐意
识到，技术创新一定要走开放路
径，不能一切都从头做起，“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才容易超越巨
人”。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唐一林
打开了圣泉的视野，也打开了一
扇扇创新之门。

聚四氢呋喃系列产品的研
发，就是其中之一。

从植物秸秆中提取糠醛，再
加工成铸造用呋喃树脂。从创业
之初开始，圣泉就遵循这条路线
发展。

实际上，糠醛还可以成为四
氢呋喃、聚四氢呋喃的主要原材
料。而聚四氢呋喃的市场更为宽
广，它既可生产用于服装面料的
纤维氨纶，又可生产军工用的特
殊材料聚氨酯树脂。

为了发展聚四氢呋喃这条产
业链，唐一林吸取了研发泡沫陶
瓷过滤器的教训。2002年，他从俄
罗斯的公司买断了从玉米芯中加
工生产聚四氢呋喃的技术。此后，
圣泉专门建立了聚四氢呋喃研究
实验室，还相继多批次派人去俄
罗斯学习，同时与中科院感光化
学研究所合作，终于结束了该产
品完全依靠进口的历史。

不仅引进来，还要主动走出
去。

圣泉目前不仅在巴西、德国、
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销售
公司，在波兰还建立了自己的实
验室，并高薪聘用有经验的当地
人担任销售及科研主管。

章丘的历史，因李清照、龙山
文化等人文因素而扬名四海，现
在，则因圣泉而蜚声国际工商界。

虽然海沃斯化工有限公司现
在已经变成圣泉独资，但英·施伍
德仍然担任技术总监。同英·施伍
德一样，在圣泉领外币的高管和
科研人员，就有近30人。

（下转B04版）

民企如何创新？
这是个大话题。对企业家而言，又具体得如一日三餐。因此，见仁见智。
唐一林说，根本在观念。人人都可创新，事事皆有改善余地。创新过程可能达数年，也可能

在一两年内实现重大进展，关键是方向。然后，才能谈到技术改进、效率提升。
他不是说说而已。作为圣泉集团董事长，他在11月17日19时32分，见证了公司持续创新带

来的荣耀：举国瞩目的神舟八号飞船成功返回，其中，返回舱防热材料中有一重要原材料———
高效空心填料，就是由圣泉集团生产的。

这不仅是我国空间站建设的关键一步，也是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一大步。

一根秸秆
榨出三大产业
——— 圣泉集团探路第六次科技革命新潮
□杨朝英

▲酚醛树脂研究所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唐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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