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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果渣曾经是个难题
对于安德利这个名字，知

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告诉
你，可口可乐、雀巢、卡夫、统
一、娃哈哈等国内外知名品牌
的产品，主要是由安德利供应
原材料，也许你对安德利的陌
生感就没那么强了。

作为一家以出口为主的

果汁生产企业，安德利从1996
年开始生产果汁，目前国内共
有15条生产线，每年加工水果
的总量超过 150 万吨。而如此
大的加工量，必然产生大量的
果渣，这些果渣如何处理，一
度是困扰安德利的难题。

“以前我们只把苹果榨

汁之后就不再开发了，剩下
的果渣处理问题一直是个大
难题。”安德利总裁助理曲继
全说，以前果渣最好的处理
办法就是送到养殖场喂猪喂
牛，不光不要钱，有时候还要
主动去送，不然就得到处找
空闲地方扔掉等着腐烂。

“扔掉等着腐烂，一方面
对于环境会造成不好的影
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
资源的浪费。”曲继全说，其
实这些榨果汁之后的果渣并
非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但是
当时安德利的条件和能力还
不足以全面开发这些废渣。

从果汁到果胶，从肥料到燃料

苹苹果果极极限限开开发发有有社社会会责责任任考考量量
一个苹果能有几次变身？从苹果到果汁，果渣提炼果胶，余下的渣滓变成燃料和肥料。苹果所

有的成分被完全利用，而且没有给这个地球留下任何污染。把苹果开发得如此彻底的，就是烟台
牟平的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过程背后，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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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专利闷声发财，还是技术共享惠及千家万户

华凌电缆：“国标”出台背后的义利选择
12 月 16 日，本报重

点报道了建筑用电线和
电缆两项推荐性国家标
准，与此前国家标准产品
使用寿命只有 25 年不
同，新标准首次规定电线
电缆使用寿命不低于 70
年。不为人知的是，为了
将让电线电缆与 70 年产
权房屋寿命同步，这两项
标准的主编单位——— 山
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做
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技术
研发到起草国标，一次次
的科学试验，一次次的专
家论证。支撑新国家标准
的正是一种企业家精神
和社会责任使命感。

“果胶这个东西，中国人
感觉比较陌生，其实在日常吃
的果冻、酸奶等食品中都有所
应用。”安德利董事长王安告
诉记者，在欧洲已经有多家果
胶生产企业，可惜当时亚洲却
没有一家企业掌握这门技术。

2003 年，安德利开始考
虑更充分地把果渣资源利用
起来，引进果胶生产线。“一方
面我们具有充分的生产资源，
另一方面我们有相关的生产
经验和合作伙伴，操作起来更

加容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
面，干企业不能光顾挣，把麻
烦扔给社会。”王安说。

安德利在全国拥有几个
加工厂，怎么样才能把这些
加工厂的果渣都运送到位于
烟台牟平的总部进行集中深
加工成了一个难题。曲继全
说，后来公司决定果渣统一
在加工厂进行烘干压缩，然
后再作为生产原料运往总部
进行再次加工。在经过 3 年
的厂房建设、技术引入、生产

线配备之后，2006 年亚洲第
一份果胶在安德利生产出
来。目前，安德利现有的两条
果胶生产线年产量达 4 0 0 0
吨，成为全球多家知名企业
的供货商。

提炼果胶之后的渣滓在
安德利还有两种归宿，成为燃
料或者成为肥料。“这种渣滓
在添加某些物质之后会变成
偏酸性的肥料，对于国内大部
分碱性土地来说，是最合适的
肥料。”曲继全说，目前他们已

经与几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长期为其供应苹果渣滓，作为
生产肥料的原材料。

这些干燥的渣滓本身就
是很好的燃料。曲继全告诉记
者，1 . 8 吨苹果渣滓产生的热
量就跟 1 吨煤不相上下，而且
跟煤炭相比，这种生物粗纤维
燃烧后不会给地球带来任何
污染。目前，烟台牟平的一家
能源企业就长期使用这种渣
滓作为燃料，为牟平西部城区
提供电力和供热服务。

苹果“吃干榨净”有经济账更有责任账

果农收益得到保障

“苹果深加工给安德利带来的最大感
触就是，我们现在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王安告诉记者，受国际经济
形势的影响，果汁的价格波动很大，这直
接影响的就是安德利和果农的效益。

王安举例说，几年前国际浓缩果汁的
价格从 1300 美元一吨陡然降至 800 美元
一吨，安德利的效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而为了保证经营，安德利只能降低苹果的
收购价格。“当时很多果农叫苦连天，我们
也没有任何办法。”

自从开发苹果深加工之后，安德利对
抗价格涨跌风险的能力也大大提升。“我
们从果汁上的收益已经可以保住成本，而
果胶收益、燃料肥料收益更是让企业的效
益得到了有效保障。”曲继全说。

安德利的效益得到保障之后，间接受
益人就是果农。“现在，对于国际果汁的价
格我们有一定的承担能力，即使遇到市场
低谷，我们也能以更公正的价格收购果农
的苹果。”

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的果汁生产线挑选台。

A 建筑火灾十有八九是因为线路老化
今年 4 月 10 日，深圳罗湖

口岸因火灾而临时关闭，原因是
电缆短路，该电缆从 1984 年到
现在已持续使用近 3 0 年。5 月
3 1 日，黑龙江中储粮林甸直属
库发生火灾，造成重大损失，系
配电箱短路打火引发火灾。6 月
3 日，吉林宝源禽业加工厂发生

大 火 ，液 氨 泄 漏 ，遇 难 人 数 达
121 人！火灾原因同样是由于电
火。

省长质量奖获得者、山东华
凌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兆波
告诉记者，他从事电线电缆行业
2 5 年，参与过很多重大火灾事
故的鉴定，只要是建筑火灾，十

有八九原因出在线路老化上。
“ 7 0 年的房子，2 5 年的电

线电缆，这是个巨大的用电隐
患。”王兆波告诉记者，自 1992
年起，我国兴建的大量商品房开
始把布线方式从明线改为暗线；
当时国产电线由于技术、工艺、
材料等因素，国家标准产品使用

寿命只有 25 年。
“以前因为没有那个技术能

力，所以国家标准对电线电缆寿
命的要求也低，但今天不一样
了。”王兆波介绍，2008 年，华凌
电缆承担了核电站专用电线电
缆的研制任务，并一举攻克了产
品寿命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B 共享专利提高行业水平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能够

生产70年寿命电线电缆的企业，华
凌电缆迅速占领了市场，公司相继
中标北京、天津、西安、哈尔滨地铁
工程。北京奥运场馆鸟巢、济南全
运会场馆、济南十艺节全部场馆、
京沪高铁济南西站、沈阳十二运会
工程全都采用了华凌高性能电缆。

是抱着技术自己发财，还是拿出
技术提高全行业水平？是坐享利润丰

厚的工程订单，还是让好产品惠及千
家万户？华凌电缆选择了后者。

王兆波说，企业去制定、修改国
家标准，要把自己的专利拿出来给
了全社会，技术成了大家的，最终受
益的是老百姓。他干了一辈子电缆
行业，如果能在有生之年做点对老
百姓有利的事，也就死而无憾了。

“没有这个高度也就做不成这个事，
如果为了赚钱，我完全可以抱着这

个专利技术闷声发大财。”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组织专家汇聚济南，经过两天
探讨，最终顺利审查通过山东
华凌电缆有限公司主编的建筑
用电线和电缆两项推荐性国家
标准。新标准首次规定电线电
缆使用寿命不低于 70 年，电线
电缆有望与 7 0 年产权房屋寿
命同步。

在王兆波看来，现在房价高，
住房难，大家买套房子非常不易。
房子质量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如果是上下水不行，顶多是漏
水泡了地板、家居，但如果电线电
缆出了问题，那就是人命关天的
大事，马虎不得。

如果没有这份责任意识，建
筑用电线和电缆两项推荐性新国
家标准也就无从谈起。

本报见习记者 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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