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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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一流的研发平台，掌握了大气治理领域的核心技

一流烟气排放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术，其中多项技术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公司在保

拨霾见日
自在呼吸

持电力行业固有市场前提下正全面开发钢铁、化工、有
色、冶炼、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市场，每年可减排 ２９３．９
万吨二氧化硫，２４ 万多吨氮氧化物，为国内雾霾治理作
永清环保是国内雾霾治理前十的环保企业，大型上
市公司。公司具备了与烟气脱硫脱硝业务、布袋除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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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积极贡献。

治理全科医生”。

永清拥有值得信赖的技术及施工实力。近两年来先

环保热电业务、环境工程咨询业务等相关的全部资质，

后中标大唐、华电、国电、国投、华润等大型电力企业

可为高污染、高耗能工业企业量身定制烟气排放综合解

多项超低排放改造及新建项目，投运业绩排放指标优于

决方案，在钢铁、冶炼行业脱硫技术及设施运营上位列

国家标准，工程质量受到业主方的普遍肯定。目前已完

全国第一，工程总包国内领先。

成烟气治理项目 ２００ 余台套，其中超低排放工程业绩 ５４

永清一直专注于技术研发与创新。通过一流的技术

专注环境治理 · 呵护绿水青山

是一家全产业链的全国领军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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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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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套，拥有 ３０、６０、１００ 万千瓦级别机组投运业绩。

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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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总资产逾 １００ 亿元，现有员工 ３０００ 余人，下

家和专业技术人员 ３００ 余名，已在污染耕地治理、土壤

辖永清环保、永清水务、永清制造、永清研究院、永域

修复、烟气超低排放、垃圾焚烧发电等领域掌握了一批

置业等多家专业子公司，先后在纽约、亚特兰大、北京、

具有国际水准的核心技术，拥有专利 １２０ 余项。 ２０１６ 年

上海、南京、广州、深圳、雄安、成都、西安等地成立

３ 月 ８ 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永清自主研

了分子公司，并在全国各地投建和运营污水处理厂、垃

发的污染耕地治理稻米降镉技术给与了肯定。

圾发电厂、危废处置厂等环保设施工厂 ３０ 余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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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成为什么？ －－－－ 中国环保领域的“苹果”

一 Ａ 股上市环保企业。２０１５ 年，永清环保并购了全球领

快速发展中的永清，将秉承“领先环保科技，创造

先的土壤及地下水修复企业美国 ＩＳＴ 公司。

脱硝

超低
排放

子公司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１８７．ＳＺ）是湖南省唯

长沙：湖南省长沙市国家级浏阳经开区（３１９ 国道旁）
北京：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１ 号楼 １５Ａ
上海：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５２３ 号 金虹桥国际中心南座 １００２ 室
深圳：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商务中心 Ｃ 栋 ２６０３
传真（Ｆａｘ）：＋８６ ７３１－８３５０６６８８－８６６６／１０－５８５６２１８１／２１－６２１２７００７／０７５５－８６６２９２２９
电话（Ｔｅｌ ）：＋８６ ７３１－８３５０６６８８／１０－５８５６２１８１／２１－５２５６０９８０／０７５５－８６６２９２２９
邮编（Ｚｉｐ ｃｏｄｅ） ：４１０３３０／１０００３５／２０００５１／５１８０００
网站（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ｏｎｋｅｒｇｒｏｕｐ．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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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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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实力

烟气超低排放综合解决方案

Industry Strength

The Comprehensive Solution of Ultra-low Flue Gas Emission

一流烟气排放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一流烟气排放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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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协同脱硫除尘技术
技术特点

经典案例

Classic Case

一流烟气排放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均衡烟气流场，提高 ＳＯ２ 吸收效率。

永清依靠领先的超低排放一体化技术，已实现“近零排放”标准，

２００ 台套

３５０ 万吨

可有效将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控制在 ３ｍｇ／ｍ３、１５ｍｇ／

·有效避免烟气“趋壁效应”。

行业地位

工程业绩

累积减排

ｍ３ 和 ４０ｍｇ／ｍ３ 内，部分燃煤排放的关键指标甚至优于燃气，是减少雾

技术优势

霾最有力的技术。

套，其中超低排放工程业绩 ５４ 台套，拥有
３０、６０、１００ 万千瓦级别机组投运业绩。

·吸收液雾化液滴更细，实现更大覆盖率。

领军全国

目前已完成烟气治理项目共计 １４９ 台

·降低液气比，提高气液接触，提升吸收效率达到近零排放。
·降低系统运行维护成本。

阶梯均流集液盘技术

● SNCR 脱硝技术
技术特点

● 人才团队

采用国内首创的多参量、多方法、可视

●荣 誉

化的脱硝反应器符合模拟研究方法与优化设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骨干企业

计系统，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脱

·全国环保优秀品牌企业

硝催化剂前端烟气与氨均混技术”。

·中国最佳创新公司 ５０ 强
·拥有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环保技术国际智汇平台百强技术
…

● 发明专利
·一种石灰石 － 石膏湿法钢铁烧结烟气脱硫废水处理方法
·一种交互喷淋洗涤脱除高浓度二氧化硫的装置及方法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工程技术专家，科技部大
气治理专家库唯一企业代表。

·同步提高脱硝效率。

业绩（大唐彬长 １ 号 机组、大唐三门峡 ４ 号机组等） 各项减排指标均优于国家限制标准。
该方案拥有多项特有技术，可根据锅炉出口烟气各种污染物的浓度情况，进行灵活的搭配组合，在各种煤质和工况下，
均能经济、高效地满足客户烟气超低排放需求。

● 湿式静电除尘烟气深度净化技术
技术特点
结构形式：金属板式

·一种控制环冷机密封罩漏风和罩内废气压力的方法

布置方式：卧式水平布置

·一种烧结余热发电系统及方法

水循环系统：连续喷淋，间歇冲洗，零排放

● 科技成果
拥有由美、韩和国内一流环保专家引领的高

·可预测实际运行状态。

永清环保烟气超低排放解决方案采用业界成熟、主流的工艺路线，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效果稳定、可靠， 已投运

·单压双通道余热锅炉利用烧结烟气废热的余热利用系统

…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３ 号、４ 号（２×１０００ＭＷ）机组超低排放脱硫、除尘改造项目

技术优势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冯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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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

·大唐三门峡 ３ 号、４ 号（２×６３０ＭＷ）机组烟气超低排放脱硫、除尘改造工程项目

·连续水膜冲洗清灰，长期稳定运行，耐高温，运行阻力

·脱硝催化剂前端烟气与氨均混技术

小，安全高效可靠。

水平研发团队 ３００ 多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钢铁烧结烟气石灰石 － 石膏法空塔喷淋脱硫技术研究与应用

·冲洗水循环使用，可有效收集微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气

贴专家 １ 人、外籍高级专家 ７ 人，博士 １６ 人，

·燃煤电厂烟气脱硝新型 ＳＣＲ 反应器研制

溶胶 ）、重金属、有机污染物 （ 多环芳烃、二恶英 ） 等，粉

·大唐彬长电厂 １ 号、２ 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河北建投任丘热电厂脱硫系统提效改造工程

从事大气污染治理研发设计人员 ２６０ 多人。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净化技术研究及应用

尘浓度最低可降至 １ｍｇ／Ｎｍ３。

·太钢自备电厂 ２×３００ＭＷ 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西柏坡发电公司 １ 号、２ 号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

其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