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项目为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两个广西科学基金联合资
助项目。项目应用于优化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工程结构优化及管
理决策优化等，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是国
际优化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郅
成果由 55篇系统性学术论文及一部 77.4万字的大型学术专

著《光滑约束优化快速算法》（科学出版社出版）组成。重要科学
发现可归纳为两大方面：郅

1、项目首创性地提出和建立了一批新的概念、思想和方法，如
强次可行方向、二次逼近算法框架、新型搜索方向子问题及线搜
索、新型广义凸性等。这些新的概念、思想及方法是对优化算法研
究的发展与创新。郅

2、将上述新概念、思想和方法应用于非线性约束最优化快速
算法与广义凸性的研究，具体涉及以下七个方面：①序列二次约
束二次规划算法；②序列二次规划算法；③序列线性方程组算法；
④显式搜索方向算法；④特殊优化问题算法；⑥ 广义凸性的研
究；⑦对算法进行大量数值试验。这些成果为工程与经济优化问
题提供了丰富有效的数学方法。郅

项目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取得
显著社会效益，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引用和跟踪
研究，论文刊登在该领域国际权威刊物如 JOTA、COAP、EJOR及
《数学学报》等。被 SCI收录 34篇，EI收录 28篇，MR收录 54篇。
被他人正面引 211次，其中国外 SCI源刊引用 52次。荣获 2010年
度广西自然科学二等奖。郅
（由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等完成，主要完成人员：简金
宝、朱志斌、唐春明、全然、黎健玲、徐庆娟、郑海艳、曾友
芳、韩道兰、莫兴德）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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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是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之核心概念，虽
则频繁使用但又缺乏明确界定。该文围绕公共利益的
内涵、认定标准与程序、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如何平
衡等问题展开研究。郅

1、公共利益的概念之争。首先以“最牛的钉子
户”为视角提出和凸现严峻问题，主张从法理、规范
与实践层面关注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问题，阐释和梳
理了公共利益的概念之争。鉴于公共利益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明确提出对
公共利益的理解和判断不仅要从基本概念入手，更要
从其深刻的价值蕴含和基本特征把握并以正当程序
为基础和保障，方能将公共利益可能产生的争议和负
面效果限制在最小范围。郅

2、界定公共利益的实体标准。分析了公共利益
具有公共性、客观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非营利性特
征，立法中应严格区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以公共
利益为依据和理由的征用行为应当能够直接或间接
增进社会成员福利，而判断是否公共利益也需要相对
客观的标准。如环境保护、社会安宁、大众健康、生存
保障等。郅

3、界定公共利益的程序要件。在实体上抽象界
定公共利益而缺乏必要正当程序约束，对公共利益的
认定就可能成为公权侵犯私权的借口，容易造成理论
与实践的混乱。公共利益的认定须以正当程序为保
障：一是明确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具有广泛代表性、
权威性和专业性的公共机构可在公共利益争议中充
当裁决机构；二是明确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确保利

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和政府相关职权。如建立调查论
证程序、预先告知程序、完善听证程序等。三是行政裁
决必须限制在法律规定范围并最终接受司法权的限
制和裁决。郅

4、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原则。公共利益
作为社会资源的总量的有限性必然造成公民权益与
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一般而言，人的基本生
存或人格尊严相对于其它法益（尤其是财产性利益）
具有更高位阶。公民生存条件之保障不仅是国家（特
别是政府）责任，而且本身就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平
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应当遵行比例原则，在确保公
共利益的情况下把对公民权益的损害和影响降低到
最小。郅
论文不仅详细论证和阐释了公共利益的概念和

标准，而且提出认定公共利益的实体标准和正当程序
要件，对解决实践中引发的公共利益及其相关争议颇
具针对性和意义。论文特别提出公民基本的生存权益
之保障不仅是公共利益的范围，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
任所在的观点。郅
该文从现实中颇有争议的个案入手凸现法学研

究和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对公共利益概念、标准、
程序及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原则展开研究并提
出系列有针对性、创意性的观点和对策。郅
论文发表后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

复印报刊资料《宪法学、行政法学》2008年第 8期全
文转载，国内多家权威法学网站转载。郅

（完成人员：张军、李佳蔚）郅

自 1978年广西建立科技奖励工作制度以来，广西大学大力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
合，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重大领域、重大科技问题和关键技术问
题的科学研究和联合攻关，不断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一大批科学研究成
果并获得奖励，对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郅

2010年是广西科技奖新条例实行的第一年，自治区对原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全校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工作者的
共同努力下，我校在 2010年度广西科技奖、第十一届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又
取得优异成绩：有 23项科技成果获 2010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 2项（主
持及非主持单位各 1项），二等奖 8项（主持单位 5项，非主持单位 3项），三等奖
13项（主持单位 7项，非主持单位 6项）；有 63项社科成果获第十一届广西社科优

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 4项，二等奖 20项，三等奖 39项。我校获社科优秀成果奖总
数及奖项等级数均居全区各高校之首。郅
本报特辟专版对此次获得一、二等奖的科技成果、社科成果(我校作为主持单位

的项目)进行展示，希望全校科研工作者再接再厉，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
高水平区域特色研究型大学建设目标作出更大贡献。郅

该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城市群现状出发，通过分析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全面、系统
分析北部湾城市群发展现状和可持续发展存
在的主要问题，系统提出了加强城市群产业发
展、区域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加快城市
群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对策建
议。郅
首先，从战略追求、基本要求和根本保证

三个层面对北部湾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进行了
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一，紧密结合北部湾城市
群实际，通过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扩大产
业规模，提高产业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
业升级，避免产业分工程度低、产业结构趋同，
是北部湾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追求；第
二，进一步明确城市群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合
理进行产业分工与布局，加强核心城市南宁与
沿海三市以及沿海三市之间的产业合作，协调
城市群产业发展，是北部湾城市群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要求；第三，通过各自优势合理选
择产业集群，协调产业集群内的分工协作，增
强集群创新能力，打造集群品牌，依托技术经
济园区等手段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是北部
湾城市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郅
其次，重点探讨了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发展

遇到的重大历史机遇，如多重叠加的区域合作
以及特殊政策倾斜和区位及自然资源的优势
等，并系统分析了目前存在的基础设施落后、
资金缺乏、人才缺乏、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进而对北部湾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架、
基本任务和组织保障体系等提出了具体的对
策建议：一是从区域间合作层面出发，应当着
力加强同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西
南六省（区市）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核心是
加强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共享、生态环境共建
以及政府间的协调合作，尽快建立富于激励约
束的区域合作长效运行机制。二是从城市间的
协调发展出发，将北部湾城市群发展作为一个

系统安排，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城市
群规划体系和有效协调机制。三是
从微观运行机制出发，系统提出了

北部湾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体系，主
要包括资金保障、人才保障和政府管理保障
等。郅
最后，以北海市为例，对城市可持续发展

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北海市近五
年来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呈上升趋势，协
调度也呈上升趋势，为推进北部湾城市群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郅

在该书研究撰写过程中，已发表阶段性成
果论文 5篇。其中 1篇论文发表在国家一级学
术期刊《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 5期，另 1篇
论文在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收入由 Aussino A-
cademic Publishing House出版的会议论文集。郅
（完成人员：张协奎、陈伟清、林剑、黄旭
平、张小富、韦玮、安晓明、袁红叶、巫德
富、张泽丰、冯留锋、王洪元、陈茜、李玉

垚翠、陈 希、李泽君。该著作由中国财政
经济出版社 2009年 12月出版。）郅
郅

IEC 61131-3是国际电工委员会针对控制系统制定的国际标准，提出了控制系统的标准化和开放性的要
求，是控制系统的发展的必然趋势。许多工业生产过程非常复杂，传统控制方法难以实现对复杂对象的控制，
智能控制是重要途径。控制保“稳定”，优化出“效益”，“优”“控”结合，从而实现节能减排、提高企业效益。
目前，我国控制领域迫切需要符合 IEC 61131-3标准和先进控制策略相结合的控制平台软件。郅
该项目采用 IEC 61131-3的虚拟机技术，实现控制程序的多目标运行系统移植。在国际上首次将控制理

论中最新的 HDP、DHP等自适应动态规划优化与控制方法嵌入到基于 IEC 61131-3标准的控制平台软件，
为解决复杂工业过程的优化与控制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亚硫酸法蔗糖厂澄清过程
pH值控制的自适应动态规划优化控制方法，为解决采用亚硫酸法蔗糖厂澄清过程 pH值控制与优化开辟了
新途径。首次将基于数据的 ADP优化方法应用于水泥预分解窑的控制。首先将智能控制策略嵌入软逻辑控制
平台软件中，为工业过程提供先进控制手段。郅
项目成果突出，出版了国内第一本 IEC 61131-3国际标准的专著（50万字）：《基于 IEC 61131-3标准的

控制系统及应用》。在国内外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 49篇，其中核心期刊 15篇，三大索引收录 20篇。为多家
企业开发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新一代控制器。产品已在制糖、机械制造、电力、建材、木材加工等领域推广应用，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荣获 2010年度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郅
（由电气工程学院等完成，主要完成人员：林小峰、宋绍剑、宋春宁、黄清宝、刘慧霞、曹德光、
张志刚、陈斌、许光泞、孙艺敏、汪长海）郅

区域金融调控是一个崭新的学术论题。伴随
对统一宏观调控负面效应的讨论，近期的研究成
果大多认为：我国统一的金融宏观调控在一定程
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趋
势。“如果我们的政策任由这种地区差距继续扩
大，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
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郅
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很大，以

货币政策区域化操作为主要内容的差别化区域
金融调控已成共识，大多学者通过分析认为：货
币政策必须坚持统一性的大前提，部分内容可以
探索差别化，有必要对可以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工
具按区域进行适度差别化，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
特质确定哪些货币工具可以进行区域化操作，从
而熨平区域间经济差异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
实现统一的货币政策目标，但分区方法成为差别
化区域金融调控的主要障碍。从目前所掌握的文
献看，除了在宏观调控收缩时期，偶尔也能听到
欠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反映本地区经济并不过热
的声音之外，总体上看，对宏观调控政策“一刀

切”问题提出批评的人多，但进一步研究如何解
决“一刀切”问题的人少，似乎这个问题并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如此，如果要实现差别化
区域金融调控，如何分区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不
可逾越的难题。郅
作者在一次偶然的学术研讨会上，受到别人

的学术启发，发现借助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可以有
效解决按多要素划分经济同质性区域的难题，论
文《差别化区域金融调控的一个分区方法 -基
于系统聚类分析方法的应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
深入研究的成果。在金融调控分区过程中，作者
所研究的地区或指标（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程度
不同的相似性（亲疏关系）。于是，作者根据一批
地区的多个观测指标，具体找出一些能够度量地
区或指标之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以这些统计量
为划分类型的依据，把一些相似程度较大的地区
（或指标）聚合为一类，把另外一些彼此之间相
似程度较大的地区（或指标）又聚合为另一类，
关系密切的聚合到一个小的分类单位，关系疏远
的聚合到一个大的分类单位，直到把所有的地区

（或指标）聚合完毕。作者可以运用这一方法，
实现金融调控科学分区的设想。论文在梳理前
期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在论文研究中通过
实证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依存关系的
基础上，考察我国省际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贡献差
异、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差异和区域
资本形成中金融要素的贡献差异、区域经济对金
融政策的敏感度差异等指标，综合运用平行数据
模型（PANEL-DATA）进行分析，以此作为聚类
要素，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拟合确定 31个样
本省区的金融调控区域类别动态划分，解决了我
国金融宏观调控区域化操作过程中地区类别划
分方法与依据的关键性难题。郅
论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反响强烈，多次被其他

作者引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
保险》2008年第 11期全文转载了本篇文章。本
论文篇幅较长，发表时达 12个版面，得到了人大
复印报刊资料《金融与保险》的全文转载。郅
（完成人员：范祚军、关伟，论文发表于
《管理世界》，2008 年第 4 期，2008 年 4

月）郅
郅

该项目是 “2008 年广西科技计划软科学研
究”的三个招标项目之一，2009年 12月通过广西
科技厅组织的专家委员会评审。项目由分析报告、
理论模型、专题报告、对策措施、典型案例等系列
成果组成。主要内容与观点：郅

1. 提出广西区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现
“中强、西弱、东跟进”三梯度格局的新观点。在对
广西 14城市的主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深度调研
的基础上，应用层次模糊综合评判理论，通过对广
西 14城市技术创新指数变化态势和相对位势的
比较分析，获得了对广西区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总体布局的宏观认识。郅

2. 首次引入国际专利分类法（IPC）进行广西
主要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专题评价。应用层次分
析获得广西主要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总体认识的基
础上，进一步进行了 IPC分类法对主要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的专题评价，深度揭示了广西主要产业
在技术创新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郅

3.构建了反映技术创新全面涵义的评价指标
体系。在研究方法上，课题组创新了“技术创新能
力评价”的常规方法，采用现行国际通用的技术创
新概念（《奥斯陆手册》第三版，2005年修订）关
于技术创新概念的新认识，建立了包括“产品、工
艺、市场与管理”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客观地
反映了当今企业技术创新已经从单一制造环节向
整个产业链拓展的现实，对拓展企业技术创新思
路和提高创新能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郅

4. 提出提高广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建设性
的建议与措施。结合全面分析与专题理论研究
（IPC分类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的成果，围绕广西
汽车、有色金属等千亿元产业，从构建创新体系、
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环境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创
新政策激励等方面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应采取
的措施。郅

5.剖析了广西企业技术创新的典型案例。通过
广泛的面上分析和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追踪调
研广西主要产业中的若干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
的经验与问题，探索了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持续
发展的“互动关系”，为广西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
具有可操作性的示范效应。郅
研究报告提出的咨询建议，应用到广西主要产

业的试点企业，直接转化为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
力的具体措施，得到试点企业的认可，创造了具有
实际意义的社会效益。同时，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
发表了 8 篇相关学术论文 （其中 3 篇 ISTP 收
录），并在全国技术管理学术年会报告，在全国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学术共识。由项目评审委员会
推荐，研究成果的主报告内容选登在广西软科学
研究会主办的《决策建言》（内部资料），提交广
西各厅局决策参考。郅
（完成人员：洪军、韦铁、潘思谕、何新华、袁
兢业、莫降涛、莫晓庆、蔡海峰、林奕辰）郅

郅

郅
大厂矿田尾矿储量大，目前保有储量超过 2500万吨，相当于一个大

型锡矿山和中型铅锌矿山。并且金属种类多，含有锡、铅、锑、锌、铟、银等
多种金属。按目前金属价格计算，其潜在经济价值达到 200多亿。但其金
属品位低，其中铅 0.17%、锑 0.14%、锡 0.20%、锌 1.30%、铟 8.2g/t、银
27g/t，项目针对该尾矿特点开发出了“高效抛尾富集预处理技术”、“分
步脱硫浮选新技术”、“锡石硫化矿混选再提纯新技术”以及“高效铅锑
锌浮选分离新技术”等系列尾矿处理关键技术，并申报了 5项国家发明
专利，系统解决了低品位锡石多金属硫化矿物综合回收的难题，回收了
锡、铅、锑、锌、银、铟、硫等多种金属，在国内外开创了尾矿多产品综合回
收的先河。郅

项目研究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指标稳定、生产效果明显，具有
推广应用前景。2009年在两家选矿厂进行生产应用，处理矿石近 100万
吨，年产值达到 1.2亿元，经济效益 4200万元 /年。2010年项目研究成果
又在两家选矿厂生产中获得推广应用。荣获 2010年度广西科技进步二等
奖。郅
（由资源与冶金学院等完成，主要完成人员：陈建华、陈锦全、
魏宗武、周德炎、穆枭、姚根华、梁炳玉、陈晔、陈志文、唐旭贵、
黄青、苏思平、许大洪、王美娇、谭月珍、罗朝艳、张兴琼、苏维
龙、李俊春、黎君欢、邬清平）郅

科技创新结硕果 再续辉煌谱新章
———2010年度广西大学获广西科技奖励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简介

广西科技奖一、二等奖项目

广西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项目
广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

差别化区域金融调控的一个分区方法郅
———基于系统聚类分析方法的应用

论公共利益之合理界定———以“中国最牛的钉子户”为视角

木薯是优良的淀粉作物和重要的生物质能源作物。木薯产业是广西特
色优势产业，然而，生产上木薯品种单一、老化，产量低，制约木薯产业发展。郅
本项目采用多种性状综合、连续定向选择的系统选育法，在从海南引进

的木薯种质资源 ZM93-16中，选择自然变异株，进行繁殖、株选，再经过多
年株系、品系比较和定向选择，选育出高产优质木薯新品种新选 048。于
2006年通过广西农作物品种审定（桂审薯 2006001号）。该品种高产稳产，
适应性广，在广西各地种植，大面积亩产鲜 3500-4000公斤，高产的达 5000
公斤以上；比生产上主栽品种华南 205增产极显著。该品种株型好，茎秆不
分枝或顶部短分枝，株高 2～2.5米；茎秆颜色恢白色，茎秆粗壮直立，坚硬节
密，抗倒力强，适于密植和间套作；叶片 7-9裂，叶片淡绿色，叶柄绿带红色；
种茎发芽快，发芽整齐；生长势旺盛，吸水吸肥力强；结薯集中，薯形粗大，浅
层结薯，容易收获；薯外表皮暗红色。薯肉谈黄色；生长期 9至 10个月；鲜薯
淀粉含量 28～30%。块根纤维含量低，鲜薯粗纤维含量 0.67％，容易粉碎，加
工性能好。郅
项目对木薯新品种新选 048的生态适应性和配套高产栽培技术进行了

系统研究，形成了切实有效的配套高产栽培技术，并在生产上应用，取得了
显著的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2006-2009年木薯新品种新选 048在广西各
地累计推广应用面积 162 万亩，增产鲜薯 256567.6 万公斤，新增产值
128283.8万元，新增纯收入 105416.8万元。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木薯产业的发
展起了重要作用。项目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达到国内同类研究领先水平。
荣获 2010年度广西科技进步二等奖。郅
（由农学院完成，主要完成人员：罗兴录、劳天源、吴子恺、黄秋
凤、韦茂贵、莫凡、韦昌联、唐振权、黄京华）郅

木薯新品种新选 048选育与应用郅

基于 IEC 61131-3标准的软逻辑先进控制平台软件

数据库中数据的明文存储导致其中的涉密信息存在极大不安全性。同时，由于缺乏合理的访问控制机
制，存在网络信息外泄等风险。从而需要通过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或两者无缝融合的途径，及时掌握业务信
息并进行实时决策。郅
项目特点：1、综合性强、功能覆盖面广：项目应用于制糖、房地产业、酒店管理、物业管理、百货等多个

行业。2、系统规模大：本项目的 7个系统中有 40个子系统、450个功能模块。该系统通过数据专线、VPN、
无线通讯网络等方式将分布于 5个县市 8个子公司及 13个办事处的服务器和客户端联系在一起，其中涉
及服务器 17台，PC客户端 800余台，无线终端约 5万台。该系统运行 2年，数据量已达 20多 G。郅
技术创新点：郅

1、加密系统模型的研究与设计；2、提出新的密文索引结构及研究相应新的密文创建、查询、更新算法
并实现；3、率先实现全通网络的无缝交互融合。数据在有线网络终端与无线网络终端（如可收、发短信的
一般手机）之间可进行双向灵活交互，实现了运行于有线网络上的各应用系统延伸至广泛存在的无线终
端的模式。郅

项目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项，发表论文 9篇；系统运行两年，为企业新增产值 2069.2万元,新增利润
1703.2万元，新增税收 291.5万元，节支总额 645.68万元，同时产生了巨大社会效益。荣获 2010年度广西
科技进步二等奖。郅
（由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等完成，主要完成人员：郅
霍林、赖可宾、黄保华、颜文源、张雪梅、覃海生、梁初明、关伟明、丘珏、覃波、张家斌）郅
郅

基于密文和网络行为监控的全通网络信息系统

该项目属水利水电科学领域，使用原型材料进行大比尺钢衬钢
筋混凝土引水压力管道仿真结构模型试验研究，解决了钢衬钢筋
混凝土压力管道上、下弯段的钢衬、钢筋应力、裂缝开展、应力集
中、轴向应力和温度应力等关键技术问题，为三峡水电站压力管道
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仿真模型试验研究，为补充、修订我国
的压力管道规范、扩大使用范围提供了依据，对其它大直径压力管
道设计和建设都有指导意义。郅

项目发表论文 17篇，同时培养了一批包括博士后、博士及硕
士在内的高层次人才 30余名。研究成果首先应用在三峡水电站引
水压力管道工程设计和施工中，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2240万
KW，引水压力管道管径 12.40m，HD值达 1730m2，三者均为世界
最大。管道设计施工采用钢衬钢筋混凝土引水压力管道型式，此方
案降低施工难度，加快施工进度，比明管方案提前 1.5个月发电，产
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研究成果成功应用后，大型水电
站约半数采用该技术方案，其中广西区外有 8个大型水利水电工
程应用，总装机 1591万 kW，区内有 3个大型水电工程应用，总装
机容量 166.9万 kW，推动了水利水电工程行业的科技进步。荣获

2010年度广西科技进步一等奖。（由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完成，
主要完成人员：张仲卿、戴会超、赵小莲、张小飞、梁军贤、
梁政、魏有健、容造庆、潘国雄、杨智、覃应华、易路）郅

水电站钢衬钢筋混凝土引水 
压力管道仿真试验研究与应用

大厂矿田尾矿资源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对矿产资源需求越来越大。该项目
针对我国最大的锡石多金属复杂硫化矿物基地 -广西大厂矿田，进行了
低品位难选尾矿的资源化关键技术开发和应用，综合回收尾矿中的多种
有价金属，提高资源综合回收率，实现尾矿的资源化，对二次资源的综合
回收利用具有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