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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水务作为永清集团旗下子公司，自 2009 年成

立以来，专注水务市场，致力于为业主提供区域水环境

综合服务。永清水务在水处理及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坚

持自主研发、创新突破，承担多项国家级、省级研发课

题，同时加强与国内外设计研发院所及其他企业合作，

分别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东莞理工学院生

态环境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德国 EGLV、美国 RTI、瑞士

OLOID 等多家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携手为区域水环

境治理打造综合解决方案。

永清水务业务涵盖流域综合治理、城镇供排水一体

化、工业废水治理、农村污染治理、智慧水务等板块，

可提供投融资并购、规划咨询、设计开发、工程总承

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运营管理等服务，涉及 PPP、

BOT、EPC、第三方治理等多样化模式，致力于提供持续

创新的水环境全方位解决方案及服务，打造创新型、专

业化、综合性水务公司。

近年来，公司荣获“中国水业细分领域及单项能力

领跑企业”、“环境绩效服务模式创新年度标杆企业”、

等多项殊荣。十多年来，公司已经完成工程百余项，工

程质量优良率达 100%。其中湖南广播电视中心污水处

理工程被评为“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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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 “环境治理全科医生”

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是一家全产业链的全国领军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集团，

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也是环保行业唯一“中国最佳创

新公司50强”企业。公司业务涵盖土壤修复、水环境治理、

固（危）废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环境咨询、清洁能源、

设备制造、环境检测等环保全领域，被业内誉为 “环境

治理全科医生”。

我们拥有什么？ --- 分子公司 10 余家，环保设施

工厂 30 余家，上市公司 1 个

集团总资产逾 100 亿元，现有员工 3000 余人，下

辖永清环保、永清水务、永清制造、永清研究院、永域

置业等多家专业子公司，先后在纽约、亚特兰大、北京、

上海、南京、广州、深圳、雄安、成都、西安等地成立

了分子公司，并在全国各地投建和运营污水处理厂、垃

圾发电厂、危废处置厂等环保设施工厂 30 余家。其中，

子公司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300187.SZ）是湖南省唯

一 A 股上市环保企业。2015 年，永清环保并购了全球领

先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企业美国 IST 公司。

我们的人才和技术如何？ ---2 名院士、两个国家

级研发平台、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

永清投资 1 亿元建成了湖南最大的环保研发中心，

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工程实验室两个国家级研

发平台和 7 个省级研发平台。公司以陈晓红、杨志峰两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世界知名环保专家美国 IST 公司詹

姆斯·雷辛格博士为技术带头人，汇集了国内外环保专

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300 余名，已在污染耕地治理、土壤

修复、烟气超低排放、垃圾焚烧发电等领域掌握了一批

具有国际水准的核心技术，拥有专利 120 余项。 2016 年

3 月 8 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永清自主研

发的污染耕地治理稻米降镉技术给与了肯定。

我们将成为什么？ ---- 中国环保领域的“苹果”

快速发展中的永清，将秉承“领先环保科技，创造

碧水蓝天绿地”的宗旨，以打造“千亿集团、百年永清”

为目标， 逐步跻身 “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企业 

500 强、世界企业 500 强 ”，致力于发展为中国环保领

域的“苹果”式品牌企业，努力为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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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实力
Industry Strength

永清水务拥有研发、设计、工程、运营等近 200 人

的专业技术队伍 , 其中各类国家注册师 20 余人，并组建

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志峰（兼职）、海归博士专家禹

雪中等人为核心的专家团队。同时，联合德国 EGLV、

美国 RTI、瑞士 OLOID、丹麦 Liqtech 等多家国际知名

水生态企业或研究机构，携手为中国城市量身打造黑臭

水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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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经典案例
Classic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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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永清流域生态
工程协同创新中心

“五位一体”、“一站式”
服务新模式

百余项工程
优良率 100%

● 资   质
·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 ）专项设计资质

·市政行业工程（排水、环境卫生）专业设计资质

·建筑业企业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

·进出口报关注册登记资质

·GT/T 19001-2008/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GB/T 24001-2004/ISO 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GB/T 28001-2011/OHSAS 18001:2007 职业健康安全

体系认证

● 人才团队

杨志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

● 流域综合治理整体方案——五位一体

● 国际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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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综合治理整体方案——五位一体：通过对干流、支流进行源头减排、过程阻控

和末端治理最终实现流域综合治理的“五位一体”——水资源安全保障、水环境净化达标、

水生态持续健康、水文明意识浓厚以及水管理智慧科学。

联合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通过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在市政污水、工业废

水及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掌握和应用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技术，提高治理效果，降低经济

成本，实现技术创新，全方位满足系统化的治理需求。

近 20 年来，累积数个城市废水治理工程项目和实践经验，永清水务将具有特色的废

水治理系统集成技术不断完善，治理成效不断提高。

·水环境综合治理    ·全生命周期服务    ·统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

结合永清先进技术，为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与中水回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衡阳江东污水处理厂 BOT 工程

·湖南宁乡县城市污水处理厂 BOT 工程

·怀化第二污水处理厂 BOT 工程

·江西新余市城西污水厂 BOT 工程

通过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破坏废水难降解物质，实

现综合工业污水高效处理。

·江西新余高新区光伏电工业园污水处理改造项目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浏阳生物医药园污水处理工程设计

·湖北省武穴市循环经济工业园污水处理工程设计

全面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拓展城市滨水价值空间。

·邵阳“龙须沟”、“洋溪沟”治理工程

·白洋淀流城蠡县南白楼村中坑塘治理工程

·衡阳幸福河治理项目

·长沙岳麓区黑臭水体治理项目

·唐河污水库治理工程

·毛里湖生态治理

市政供排水 + 水务 4.0

工业园废水 流域综合治理

深圳永清流域生态工程
协同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