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先环保科技  创造碧水蓝天绿地



公司业务涵盖土壤修复、固（危）废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环境咨询、水环境治理、设备制造、环境检测等环

保全领域，已形成集研发、咨询、设计、制造、工程总承包、营运、投融资为一体的完整的环保产业链。

场地修复 国际水准
中美修复专家团队 & 收购美国 IST

公司 & 创造多个全国第一
100 万方土壤修复量

环境咨询 中国标杆
三甲资质 & 环保管家 & 贴心服务

200 余项咨询项目

耕地治理  行业第一
镉污染修复技术得到总书记关注

累积修复面积 50 余万亩

 超低排放一体化技术 & 实现近零排放
200 余台套烟气净化项目

水环境治理 长治久清
水细分领域领跑企业 & 五位一体一站式服务

100 余项工程  100% 优良

固废处置 一体服务
生活垃圾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3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处理量 6600 吨 / 日

危废处置 并购发力
37 大类危险废物
2 个省级危废处置项目

设备制造 专业品质
垃圾焚烧炉排 & 污水污泥设备 &
土壤修复一体化装备等
3 万 m2 制造车间

Business of yonker

永清业务

环境检测 实力雄厚
CMA 资质 & 十大领域 1600 余项检测参数
100 余台检测仪器



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成立于 1998 年，是全国领军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集团，集团下辖永清环保、永清水务、

永清机械制造、华环检测、永清环能等专业分子公司，是环保行业“中国最佳创新公司 50 强”企业。集团各分子公

司立志在“技术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道路上坚定前行，做细分领域的领跑者，成为一家国际知名的环保集团。

About Us

关于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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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永清环保（300187）是湖南首家 A 股上市环保企业。

3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
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3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和 7 个省级研发平台。

10 余家环保设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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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家。

200 余项专利技术
在污染耕地治理、土壤修复、超低排放、

垃圾发电等领域拥有 200 余项专利技术。

300 余名科研技术人员
汇集了国内外环保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300 余名。



> 一流研发平台
投资 1 亿元建成 1.8 万平方米的研发中心，是业内最大的企业环保实验室，已组建 3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和 7

个省级研发平台。

> 顶尖技术团队 
汇集了国内外环保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300 余名。包括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杨志峰院士，知名环保专家、

美国 IST 公司詹姆斯·雷辛格，国内著名的土壤修复专家罗启仕博士，加拿大注册职业工程师禹雪中博士，扎根永

清发展、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刘代欢博士；在国家部委工作多年、深谙国家政策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马铭锋博士，

在大型国企工作多年、熟悉企业经营的蔡义和王迪光副总经理。

> 领先核心技术 
已在污染耕地治理、场地修复、超低排放、垃圾焚烧发电等领域掌握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和国内领先水平的

核心技术，拥有专利 200 余项。

2013 年 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化稳定化技术列入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名录

2014 年 自主研发的“稻米降镉富硒集成技术”通过湖南省科技厅成果评估

2016 年 钢铁烧结烟气石灰石 - 石膏法空塔喷淋脱硫技术获环保部环保技术国际智汇平台百强技术

2016 年 耕地修复整区治理技术方案通过湖南省农学会评审

2018 年 燃煤锅炉烟气超低排放一体化集成技术获环保产业协会“2018 年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2018 年 永清水务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金属废水深度处理与安全利用技术集成示范及转化模式”

2019 年
永清环保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南有色金属冶炼场地综合防控及再开发安全利用技术研发与集成
示范”项目启动

2019 年 重金属土壤离子矿化技术入选生态环境部“百强技术名录”，并被纳入“绿色‘一带一路’技术储备库”

2019 年 “典型工业污染源烟气超洁净治理集成技术及应用示范”项目荣膺 2019 年度环境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20 年 “稻田镉污染阻控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Advantage of yonker

永清优势



> 开创“区域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服务新模式”
永清是全国第一家合同环境服务试点单位，在新余、湘潭、衡阳、邵阳等地围绕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

进行积极探索，树立了典范，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永清与江西省新余市合作开展的合同环境服务的试点方案获

国家环保部批复，是全国第一个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合同环境服务试点。

> 产业链布局，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环境修复：规划咨询、场地调查、环境监测、风险评估、工程设计与施工以及药剂生产等全过程

·耕地修复：土壤调理 - 叶面阻控 - 水分管理修复体系和重金属活化 - 植物萃取 - 农艺调控修复体系

·烟气治理：烟气超低排放综合解决方案

·固废处置：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一体化服务体系

·水生态环境治理：五位一体流域综合治理整体方案、高难度工业废水解决方案

·设备制造：成套智能环保装备专业制造

新余环境专项规划
合同环境创新研究

新余钢厂余热发电
空气监测运维服务

城西污水处理BOT
高新区污水EPC

仙女湖
综合治理

环境
检测

烟气
治理

垃圾发电 农村环境整治

污水
处理

重金属治理
（矿渣、土、水）

新余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分宜县垃圾清运



·长沙市环境治理技术与应用产业链技术研讨会
暨永清环保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授牌仪式隆重举行

·永清环保作为牵头单位获批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南有色金属冶炼场地
综合防控及再开发安全利用技术研发与集成示范”项目

·永清创办的“潇湘环境（国际）论坛”，已具备承担高层次和国际化环保论坛的实力 ·永清环保与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为子孙后代留一片蓝

天，为人类健康存一川碧水”。

永清一直致力于提升技术能力

和综合竞争力，实现创新进步，

为公司持续发展储备动力。

·永清与美国海森索亚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中国唯一企业代表，永清环保出席国际巴特尔环
境修复大会·印度塔塔集团与永清共商合作

·永清环保并购全球领先的拥有上千修复案列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企业美国 IST 公司

The pace of yonker

永清步伐



工程设计资质甲级（环境工程 < 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

工程设计资质乙级（环境工程 <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
污染修复工程 >）

工程设计资质乙级（电力行业 < 新能源发电、火力发电 >）

工程设计资质乙级（市政行业 < 排水工程、环境卫生
工程 >）

特种设备设计（压力管道）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建筑业企业专业承包资质壹级（环保工程）

建筑业企业施工总承包资质叁级（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工程）

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质（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电力工程）

清洁生产审核机构资质

中国钢结构制造企业二级资质证书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一体化管理体系认证及 GB/
T 50430-2007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GT/
T 19001-2008/ISO 9001: 2008、GB/T 24001-2004/
ISO 14001: 2004、GB/T 28001-2011/OHSAS 18001: 2007）

Qualifications of yonker

永清资质



长沙 ·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雄安新区

湖南省长沙市国家级浏阳经开区永清工业园
电话（Tel )：+86 731-8350 6688

传真（Fax)：+86 731-8350 6688-8666
网站（Site)：http://www.yonkergroup.cn

邮编（Zip code) ：410330

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领先环保科技·创造碧水蓝天绿地

由于资料、技术不断更新，如有更改，不另行通知。版权为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许可，本册任何部分的内容不得被复制或抄袭用于任何目的。2020 年 10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