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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杨

2008年5月，重庆特警总队成立全由女特警组成的
六支队，张平蓉担任支队长。如今，“女侠”张平蓉带领
这支40朵“铿锵玫瑰”组成的队伍向着更高目标发起新
的冲锋，带来更多芬芳。

张平蓉率先垂范，带领大家卧倒出枪每天摔倒上千次；
擒拿格斗，她们和男队员搭档，一点不输英雄气；高空索降，
她们克服心理障碍，从几十米高楼顶一跃而下；武装越野，
她们突破身体极限，咬牙坚持冲过终点。每年夏天，总队都
会组织部分男特警队员到长寿湖开展涉水项目训练，因难
度大、危险性高，对女特警队员不做要求。张平蓉主动找到
总队领导，请求让女特警队员一起参加获得批准。

记者了解到，张平蓉带领的六支队多项战果考核都在总队
名列前茅，不输男同事。张平蓉分析，女警有两个长处：一是，
她们可以把女人的第六感发挥到极致，这对于设卡盘查时的第
一判断很重要；二是，女警的韧性特别好，虽然喜欢喊苦喊累，
但是女警最后坚持的时间往往比男同事更长。

张平蓉曾带队成立西南地区首个“巾帼查缉卡”，夜
间在主干道查缉车辆，带领女队员一晚查获4起涉毒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十余人。队伍多次在全国公安系统登
山比赛中夺得女子第一名。她们还在泛西南特警大比
武中取得长短枪互换第一名。

而张平蓉个人则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重庆市
十佳“巾帼建功”标兵、重庆市十佳女警、重庆市人民好
公仆等称号以及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当选重庆
第五次党代会代表。

广告

警营“女侠”是怎样炼成的？
女特警张平蓉领衔“巾帼查缉卡”，一夜抓获涉毒嫌疑人十余名

擒拿格斗、高空索降、武装越野……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些都是46岁重庆女特警张
平蓉的基本功。张平蓉来自警察世家，自己更是弃文从警，怀抱着除暴安良的“侠女
梦”，加入重庆首批女特警，百炼成钢，终成“女侠”。如今，张平蓉是重庆市公安局特警
总队六支队支队长，支队成员均是“铿锵玫瑰”女特警。

“从小我就没耍洋娃娃，都是舞刀弄枪，想当侠
女，可以除暴安良。”张平蓉告诉记者，她出生警察世
家，她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还有丈夫都是警察，她
从小也梦想着能穿上警服。大学毕业后，她放弃稳
定的文秘工作，报考防暴队。入警考试，张平蓉不仅
文化课成绩位列前三甲，体能测试也名列前茅，在擒
拿格斗考核中，她甚至把一些男队员都撂翻在地，最
终成为重庆首批50名女防暴队员中的一员。

入警培训，张平蓉被分到了唯一一组男女合
训的队伍。队里很多男生都冷眼看她，断言不到
三天，她就会申请调回女队。一周后，由于训练刻
苦，成绩突出，她被教官提拔为小教员，带领一群
男队员摸爬滚打。

训练条件艰苦，训练场布满灰渣，在练习前扑
后倒、擒拿格斗、匍匐前进时，不少男队员都害
怕，张平蓉却丝毫不忌惮。果断倒地、爬行，她的
手臂、下巴和胳膊肘时常被磕破，鲜血直流。

培训正值盛夏，半天训练下来，大家的衣服就
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张平蓉右肩膀后生出很
多水泡，一出汗衣服粘在水泡上，钻心地疼。为不
耽搁训练，她一直忍着没告诉任何人，买了药膏，
训练结束回到宿舍偷偷地擦。半个月后水泡破裂
化脓，医生诊断是带状疱疹，必须输液消除炎症才
能治愈。而两天后，张平蓉带伤走上练兵场，男队
员也打心底佩服。

三个月后，张平蓉以全优成绩结业，被
分到以训练为主的突击一队，带领50多名
队员一同训练。第一次守卡盘查，她就抓
获了一个从外地到重庆的贩毒嫌疑人。

张平蓉回忆，当时她带着队员来到
九龙坡区九滨路守卡盘查。晚上 9 点
过，她发现一辆灰色小轿车有些异常情
况。“这辆车在距离检查点20米的位置
停了一下，显得有些迟疑。”张平蓉说，当
她把这辆车拦下时，车上瘦得皮包骨的
驾驶员神色十分慌张，目的地也说不清
楚。民警多问了几句，男子开始狂冒汗
珠，还一个劲地强调身上什么东西都没
有：“我就出来买包烟，没做啥子坏事，你
们拦我干嘛？”

张平蓉认为只有内心紧张的人才会
用不断说话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示意队
员更仔细展开检查。最后，她从轿车副
驾驶位的下方发现了一个月饼盒，打开
一看，发现里面全是冰毒。

发现毒品，队员们立即将驾驶员铐
住，结果高度紧张的驾驶员一下子就吓
晕了。经过检查，这名驾驶员携带了
440 克冰毒。而警方顺藤摸瓜，成功斩
断了一个成渝两地的贩毒链。

弃文从警
苦练擒拿格斗

首次设卡
就成功抓获毒贩

“女侠”百炼成钢
带领更多芬芳

张平蓉 重庆市公安局供图

水果皮、包装袋、牛奶盒……
生活垃圾在“烘炉”之中会神奇地
变成电流。

大渡口区的三峰环境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三峰集团），就专注于
垃圾焚烧发电的事。从引进国外技
术消化到自主再创新，三峰集团已经
在垃圾焚烧发电领域打造出一条集
研发、设计、投资、建设、核心设备制
造及运营管理的全产业链。

去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
重庆时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
方。总书记的嘱托再次坚定了三峰
集团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决心，目前
集团日处理垃圾10.3万吨，去年营业
收入27.7亿元。

如今，在绿色发展、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利好政策的带动下，三峰
集团已走上资本市场快车道，预计年
内完成股改，登陆A股市场。

全球最大焚烧炉总装车间
核心技术让员工有了底气

7月 30日，在三峰集团总部旁
的三峰卡万塔公司，工人们正在操
控着大型吊装设备，对焚烧炉进行
总装调试。巨大的厂房被一排排
机械设备分隔开，锅炉钢架、除渣
机、烟气除尘系统安静地躺在一
边，等待被安装。

“这是全球最大的焚烧炉总装车
间，有五个组装平台，每年能生产60
余套焚烧炉。”担任焚烧炉组装调试
服务中心主任的赵彬告诉记者，这里
的每个零件全部通过外部采购，“我
们不生产一颗螺丝钉，专注于装备组
装，是我们所拥有的核心技术给予的
底气。”赵彬口中的核心技术，指的正
是一旁的金字塔型焚烧炉。他介绍，
生活垃圾被运送到此后，经过发酵、
干燥、燃烧、烟气净化、渗滤液处理、
飞灰无害化处理等一系列处理，最终
被消解掉。

赵彬透露，三峰组装生产的焚
烧炉能够焚烧混合垃圾，而由于国
外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较为完善，

所以国外的机器在焚烧前，必须进
行垃圾分类。此外，生活垃圾燃烧
后，所产生的灰渣、有害气体和污
水等也会被不同系统处理，提高环
保效率。三峰焚烧设备处理后的
垃圾，仅剩下 20%的炉渣，这些炉
渣将被用于制成基础建设用砖，仅
3%的飞灰才被填埋，“集团正在研
发零飞灰的设备，投入应用后，将
实现零污染。”

如今，三峰集团已经成长为国
内行业龙头。而在17年前，它还只
是一个行业“小白”。

那时，国内的焚烧炉、锅炉、烟
气净化和自动控制等技术还处于
空白。

参与PPP项目输出运营管理
把“垃圾生意”做到国外去

见证三峰集团发展的不仅有总装
车间，还有一座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根据市环保局统计，主城每
天产生垃圾约 9000 吨，在现有设
施焚烧处理后还有 5500 吨的缺
口。而这一缺口将被正在建设中的
三峰百果园项目填补。”三峰集团董
事长雷钦平介绍，目前这座位于江津
的发电站正处于顶棚吊装阶段，预计
2018年3月开始接收垃圾，这将是全
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
厂，设计规模日处理垃圾4500吨，
共配置6条垃圾焚烧线，总装机容
量为 105MW（3×35MW）。投产
后，可满足重庆主城及江津、壁山
的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在现有垃圾发电厂中，位于北
碚区的同兴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垃
圾焚烧发电厂，是三峰集团谋划的
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也是当
时国内首个以BOT方式运作的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走进这座现代
化的垃圾发电厂，敞亮的厂房里闻
不到任何异味，在监控室，通过一
排排按钮，工人们就能轻松对生活
垃圾进行处理。没人能想到，每天
大约有1500万吨生活垃圾被运到
这里，被燃烧化灰，最终被转化为
电能输出到千家万户。

2013 年，同兴又多了一个“伙
伴”——丰盛垃圾发电厂，目前，

“兄弟俩”每天能“吃掉”主城4500
万吨，一半以上生活垃圾，“吐”出
近百万千瓦时电力。

自建垃圾焚烧发电站其实不算什
么，三峰集团还通过PPP项目投资、
输出运营管理团队，把“垃圾生意”做
到了全国乃至世界，并在全球80余
个城市拥有98个垃圾焚烧项目，日
处理垃圾10.3万吨，技术设备国内市
场占有率达34%，稳居行业第一。

目前，三峰集团旗下的垃圾发
电厂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2500万
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600 万
吨，为地球新栽3亿棵树木；累计发
电80亿度，可供1200万城市居民
一年生活用电。

城市更美了企业壮大了
三峰集团垃圾“烧出”上市路

焚烧垃圾不仅让城市的环境

更洁净，同时也让三峰集团发展壮
大。

这 家 企 业 起 步 于 1998 年 ，
最 初 的 注 册 资 金 仅 有 500 万
元。由于当时国内对垃圾焚烧
发 电 的 行 业 空 白 ，三 峰 集 团 很
快便得到了国家发改委 1000 万
的资金支持。

2005 年，同兴垃圾发电厂项
目投产，到 2009 年时，三峰集团
的销售收入便突破 1 亿元。随着
技术的不断成熟，三峰集团开始
走向全国，通过 PPP 项目投资，在
四川、广西、云南、广东、新疆投
资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其焚烧
炉等设备已出口到美国、印度、埃
塞俄比亚和泰国等。2014 年，三
峰集团开创中国垃圾发电企业管
理输出之先河，签订泰国普吉垃
圾发电项目运营管理合同，集团
派出十几人的团队已让该项目的
上网电量、吨垃圾发电量和利润
指标大幅上升。

2014年，由于不断对垃圾焚烧
发电领域各个产业链的发展，三峰
集团的销售收入已达15亿元左右，
贡献的税收一跃至大渡口区的前
三位。去年三峰集团的营业收入
已达27.7亿元。

三 峰 集 团 董 事 长 雷 钦 平 介
绍，集团目前正按计划推进上市
工作，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目
前，全面尽职调查工作已全部展
开。他还透露，三峰集团已成立
专业牵头部门负责公司上市工
作。

垃圾焚烧挖出“金矿”这家企业有望A股上市
技术开路基金殿后，大渡口巧念“环保经”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周尚斗 张宇

“变废为宝”，近两年来一直是
热门词，然而真正做到并且做好，
其实并不容易。在发展新型产业、
倡导绿色发展的背景下，成立于
1998 年的三峰集团，恰逢其时。在
与政策紧密联系的环保行业摸爬
滚打近 20 年，三峰人一边埋头干事
搞科研，一边抬头看路盯政策，不
仅在技术层面排除万难打破垄断，
还搭上政府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的
快车道。在市场经济大的环境下，

三峰集团的“创新”不仅体现在技
术上，还体现在商业模式上，从最
初的建厂发电，靠电换钱，再到后
来技术投资、输出运营管理，囊括
了垃圾焚烧发电链条的每个环节，
如今，即将登陆资本市场，寻求更
大的发展，不仅凸显了三峰人的胆
识，也让外界看到环保这座金矿的
巨大潜力。

三峰集团的发展和壮大，只是
大渡口多年大力转型环保产业的
一个缩影。

2014年，建桥工业园获批“重
庆环保科技产业园”，围绕节能环
保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服
务，重庆德润环境、三峰环境、重庆
环保股权投资基金等一批龙头企
业项目在大渡口落地生根。

“完全靠财政投资，无法满足
环保市场的需求。”重庆环保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韩勇说，通过设立基金，则既可
撬动社会资本进入环保领域，也可
给急需资金的环保企业输血、促进
产业发展。

据悉，2015 年 10 月注册成立
的重庆环保基金公司，已设立1只
母基金和7只子基金，基金认缴规
模达75亿。

韩勇介绍，目前，他们已投资
12家企业，并储备了近 20个环保
项目。已投出的项目中有1家拟上
市公司、1家挂牌新三板、2家拟上

OTC。
“重庆环保企业散、小、弱，路

还很远，路还很长。”韩勇说，他已
喜欢上了这个工作，他们力争在
2017年底前让基金管理规模达80
亿，到“十三五”末，基金管理规模
有望达100亿。

据悉，截至目前，大渡口区共
有环保企业 60 家。其中，资源循
环利用企业8家，水处理企业9家，
环境监测企业7家，大气治理企业
3家，环境修复企业2家，环保综合
服务企业16家，节能企业7家，环
境友好产品生产企业8家，基本实
现产业集聚发展。

“大渡口的环保产业还在路
上。”大渡口区经信委主任詹永胜
表示，该区环保产业发展的融资服
务平台正在走程序。同时，正计划
建设一个环保产业线上线下的交
易平台。通过多项措施，预计到
2021年，大渡口区环保产业将实现
营业收入180亿元，成为全国具影
响力的环保产业基地之一。

大渡口“环保经”：技术开路基金殿后促产业发展

记者手记

抓住机遇，搭上绿色发展快车道

记者在卡万塔总装工厂采访 记者 张宇 摄

广西南宁垃圾发电厂（2000吨/天）
三峰集团供图

云南大理垃圾发电厂（1200吨/天）
三峰集团供图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 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