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检测

关于永清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bout Us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是一家环保全产业链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集团。公司现

权威性资质 全方位服务

公司配备了先进的检测设施和仪器设备，集聚专业

环境会说话
我们来转达

的检测技术精英，向社会开展环境、农产品、肥料、饲料、
金属材料及矿石等领域的检测活动。公司秉承行为公正、
方法科学、数据准确、工作高效、服务规范的质量方针，

永续经营 回馈社会

有员工 ２０００ 多人，下辖永清环保、永清水务、永清制造、
永清研究院等多家专业子公司，并先后在美国、北京、
上海、南京、广州、深圳等多地成立了分子公司。其中，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１８７．ＳＺ）是湖南省唯一 Ａ 股

永清是环保全产业链的领先者。已形成集研发、咨

湖南华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成立，

坚持“数据至上 公正客观 专业”价值观，以“用户至上”

上市环保企业。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

询、设计、制造、工程总承包、营运、投融资为一体的

具有固定实验场所与独立的法人地位。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通过

为服务宗旨，为客户提供方案制定、现场勘查、采样、分析、

记对永清自主研发的耕地治理稻米降镉技术给予了高度

环保产业链，业务范围涵盖土壤修复、环境咨询、大气

计量认证 ＣＭＡ 资质认证，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列为湖南省通过

报告、评价一站式服务，帮助客户解决环境问题。

关注。

污染治理、清洁能源、水环境治理、固废处理、设备制造、
环境检测等环保全领域，被喻为“环境治理全科医生”。

认定的第一批社会环境检测机构之一。

业务领域

政府采购
和分包

永清是卓越品牌的创造者。多次荣获“全国环保优

永清是全国第一家合同环境服务试点单位，全国首批环

秀品牌企业”、“全国环境综合服务竞争力领先企业”、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单位，创造了 “政企合作应对环

国内环保行业唯一“中国最佳创新公司 ５０ 强”企业、“最

境问题的永清新余模式”。

佳环境贡献上市公司”、“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等荣誉。
永清是环保技术创新的开拓者。建成了湖南最大的
国家级标准环保研发中心，拥有两个国家级创新平台，

自身摸
底检测

汇集了中、美、韩等国环保专家和专业人才 ３００ 余名，
已在土壤修复、超低排放、垃圾发电等领域掌握了一批
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核心技术，拥有 １００ 余项技术专利。

环境影响
评价检测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环境检测

企业委托
自行监测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与永清环保集团董事长刘正军就环境治理问题亲切交流。

科研院所
项目合作

湖南永清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治理设施处理
效果验收检测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国家级浏阳经开区（３１９ 国道旁）
电话：＋８６ ７３１－８３５０６６８８
传真：＋８６ ７３１－８３５０６６８８
网站：ｗｗｗ．ｙｏｎｋ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印制

由于资料、技术不断更新，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版权为永清集团所有，未经许可本目录任何部分的内容不得被复制或抄袭用于任何目的。

实验室实力

服务项目

Laboratory Capabilities
权威性资质 全方位检测

服务范围

权威性资质 全方位检测

ＣＭＡ 资质 十大领域
计量认证

授权范围

能力认定
社会环境检测

● 技术能力

业务接单

● 水质检测

公司通过 ＣＭＡ 资质认证的检测能力涵盖水质、土壤、气体、固体废物、
噪声、农产品、肥料、饲料、金属材料与矿石十大领域，７１８ 项检测参数，

结果
可疑

原始记录

公司每年都参加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ＣＮＡＳ 和国际公司组织
的能力验证活动，现已在水、土、农产品、矿石、合金等多领域获得国内、

结果
满意

采样原始
记录审核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服务范围

·钢铁及合金的主量及微量元素的化学成分分析。

指标检测。

大米、小麦等谷物类，桑叶、茶、棉花、烟草等

·有色金属及合金的化学成分分析。

·建设项目土壤环境检测服务：环境影响现状检测，

经济作物类，水果、蔬菜等生鲜农产品中重金属

·冶金原料及辅料，如铁合金、耐火材料、炉渣、

土壤调查检测，土壤修复验收检测。

指标、理化指标、农药残留检测。

矿石等的化学成分分析。

·区域土壤背景值调查：土壤成分组成，各组分（元素）

·金属材料定性和牌号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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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饮用水及产品检测服务：生活饮用水，饮用水

报告组登记

报告组

·工业及生活废水检测服务：工业企业污水排放，污
水处理厂水质检测。

● 气体检测

金属

镉、铅、铬、汞、砷、铜、镍、钒、锌、硒、铊等

理化
分析

化学需氧量、无机阴离子、石油类、氰化物、游离氯、甲醛、挥发
酚、臭氧、溶解氧、残渣、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氡、氧化还原电
位、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等

服务范围

有机物

挥发性有机物、有机氯农药、氯苯类化合物、硝基苯类化合物、挥
发性卤代烃、烷基汞、苯并 ［ａ］ 芘、苯系物等

工程竣工验收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微生物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数、菌落总数等

签字盖章

报告审核

编制报告

4

·室内空气检测：装修室内环境检测；民用建筑
·环境空气检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检测项目，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监测。
·大气与废气检测：工业废气检测、锅炉废气检测、

● 固体废物检测
服务范围

公司配有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各种先进仪
器设备共计 １００ 余台（套），设备资产总额达 ５００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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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卫生处理厂固体废弃物。

● 肥料检测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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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检测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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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调理剂、有机肥料、复合肥料、复混肥料、

猪饲料、鸡饲料、鸭饲料、配合饲料、复合预混

微生物肥（生物肥）、水溶肥、叶面肥料、腐植

合饲料、浓缩饲料、蒙骨粉、鱼粉、蒙脱石等。

酸肥料、缓控释肥料等。

·化工生产及冶炼废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
·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固体废弃物的浸出毒性鉴别。

案 例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测。

食堂油烟检测。

● 仪器配备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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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项目，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检测项目。

● 检测指标
报告发放

● 农产品检测

·地表水及地下水检测服务：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检

样 品

国际能力验证结果证书，证明了公司在认证范围内的检测能力达到了标准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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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出水水质，管网末梢水质，二次供水等检测。

交 样

现场采样

● 金属材料与矿石分析

含量检测。

数据处理
及审核

实验室分析

现场勘查和方案制定

３４４ 个方法。

·农田土壤检测服务：土壤肥力指标检测，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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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流程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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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检测

Ou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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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声检测
服务范围

·邵阳市“洋溪沟、龙须沟”两沟底泥检测（环境 ／ 职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工程有限公司污水和污

业安全卫生）检测项目服务。

泥检测技术服务。

·长沙铬盐厂地区场地环境调查土壤采样、检测服务。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检测服务。

·邵阳市长城蓄电池厂遗留废渣处理及污染场地修复工

·土壤、水样、植物样品检测服务。

程项目验收环境调查土壤采样、检测服务。

·南湖区农业“两区”土壤污染治理试点项目检测服务。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日本岛津）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美国赛默飞）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公共场所噪声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仪（美国安捷伦）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

·工作场所噪声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石渚湖周边水

·张家界市耕地质量渐变类型分布特征及应用研究土壤

·离子色谱仪（美国赛默飞）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东西）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铁路边界噪声

质检测技术服务。

样品检测服务。

·氡气测定仪（美国 ＤＵＲＲＩＤＧＥ）

·双道原子荧光分光光度计（北京海光）

·室内噪声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噪声

·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长沙市芙蓉区环保局浏阳河水质检测技术服务。

·红外分光测油仪（吉光科技）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普析通用）

环境质量现状检测服务。

·华夏幸福鹤岭场调检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