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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永清环保秉承“技术为根本，制造谋突破，

模式更灵活”的发展理念，先后发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业务并创造了良

好业绩。

技术创新方面，永清环保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科研创新平台，在清洁能源

工程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工程实

践经验。

垃圾发电领域，公司已掌握完整的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的垃圾焚烧发电核心技术，其组建的一整套高度集成

的垃圾综合处理系统，可使烟气排放各项指标达到欧盟

标准，并有效实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

2014 年公司获批组建“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湖南省工程

研究中心”，近年来先后获得“一种城市固体废物协同

焚烧发电系统”等11专利技术。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复

合式焚烧炉排” 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

公司已经在江西新余、湖南长沙、衡阳等地投建多个垃

圾发电项目。

服务模式方面，不仅涵盖常规的 EPC、EPC+C、

BOT、EMC、 PPP 等模式，同时公司首创的政企合作“合

同环境服务”模式，也成为国内企业在摸索合作模式方

面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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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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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发电领军企业：永清已经掌握完整的、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垃圾发电核心技术，国

内首创“复合式焚烧炉”，可使二噁英排放浓度小 0.08ng/ m3，优于欧盟标准的 0.1ng/m3；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于 120mg/m3，优于欧盟标准的 200mg/m3, 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低于国家

标准。

国内首创、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的复合式垃圾焚烧

炉，成为国内屈指

可数的自主研发、

生产垃圾焚烧炉的

企业之一。所生产

的炉排热灼减率 

1.25~2.5%。

烟气净化技术可使二噁英排放优于欧盟标准的

0.1n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优于欧盟标准的 200mg/

m3，其他污染物排放均满足国家标准。

炉渣经过高温无害化处理用于制砖，炉渣综合利用

率可达 98%，处理智能一体化设备及控制技术，稳定剂

混合比例准确，单位处理成本同比降低 20%。

已获发明专利。该系统可充分利用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系统的有利条件，协同焚烧处理城市污泥、餐厨垃圾、

医疗废物。有助于建设“升级版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缩

小版的环保静脉产业

园”这一模式，达到

节省投资、减少占地

面积、节约能源消耗、

降低处理成本的有益

效果。

出水水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浓液减量至15% 以内。

浓缩液在焚烧厂内部可以实现完全回用，实现 “零排放”。

自动控制燃烧，减少二噁英、氮氧化物、一氧化碳

等有害物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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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设计壹级

·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火力发电）设计乙级

·环境影响评价甲级

三轮驱动 自主研发 年发电量
垃圾、光伏
风力发电

国际水准的复合式
垃圾焚烧炉排

近10亿度

● 资   质

● 科技成果

● 生活垃圾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净化技术研究及应用

·一种城市固体废物协同焚烧发电系统

·一种垃圾焚烧炉结构

·垃圾焚烧厂垃圾池渗滤液导排防堵系统

·一种炉排密封风密封装置 

·垃圾焚烧厂垃圾池渗沥液导排防堵系统装置

·一种废水蒸发设备和废水处理方法及装置

·一种脱硝烟道支座结构

·一种衡重自立式钢烟囱

·一种用于处理含重金属高浓度氨氮废水的装置

·湖南首个由本省企业自主技术、投资、设计、建设、

运营的 BOT 垃圾发电项目，代表行业领先水平。

·一期1000吨/天，二期500吨/天生产线，18兆瓦发电机。

·一期年发电量1.39亿度，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38万吨。

·2015 年 8 月运营，一年内“吃”进 30 万吨垃圾，吐

出 1 亿度电能，创效近 7000 万元。

·总规模：900 吨 / 天，第一期已投产 600 吨 / 天生产线。

·年发电量 0.68 亿度，相当于 4 万户居民一年的用电量。

2015 年启动“安仁县城乡生活垃圾收转运”项目，总投

资 5000 万元，年清运垃圾量 3 万吨。按照“统筹兼顾、

合理布局、近远结合、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安仁县

农村综合整治垃圾处理系统。

·总装机容量为 5313kWp，发电量消纳方式为全部上网。

·预计 25 年累计发电量 1.17 亿度，年均发电 467 万度。

·总装机容量为26.03MWp，发电量消纳方式为全部上网。

·预计 25 年累计发电量 5.93 亿度，年均发电 2374 万度。

·一期总装机容量10万千瓦，风电场范围41.62平方千米。

·EPC 模式承建，建设周期不到半年，是公司在风力发

电领域的里程碑。

衡阳垃圾发电厂

新余垃圾发电厂

湖南安仁垃圾清运项目

郴州兴义物流园光伏发电

益阳菱角岔渔光互补发电

内蒙古达茂旗风力发电

经典案例
Classic Case

● 国内首创垃圾焚烧炉

● 烟气净化部分关键
指标优于欧盟标准

● 炉渣飞灰处理系统 ● 协同焚烧系统

● 垃圾渗滤液零排放

● 3T燃烧控制技术（ACC）

● 垃圾发电六大核心技术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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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已构建完整的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处理一体化服务体系：推动村

级户分类、村镇全面收集和乡镇及时转运

模式；由第三方运营市政公用事业，减少

政府负担；政府依据考核评分 , 按效果付

费。

公司先后在江西新余、湖南安仁县、

武岗市等地实施多个“城乡生活垃圾收转

运”项目，在湖南长沙、衡阳，江西新余

等地投建多个垃圾发电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