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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湖南新九方
科技有限公司获批建设湖南
省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这也彰显该公
司立志争当治理污染场地尖
兵的坚定决心。

湖南新九方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环保技术
研究并提供环境治理一站式
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所涉领域涵盖污染场地修
复、 固废治理、 工业废水治
理、市政给排水工程、农村环
保等。 公司拥有市政工程、环
境工程甲级设计资质，市政、
环保工程总承包资质， 通过
CMA 认证的环境检测项目
400 余项， 被列为湖南省政
府第一批重点扶持的骨干环
保企业,� 湖南省环境服务业
试点单位， 是省内污染场地
修复领域首屈一指的环保企
业。

我省重金属污染防治工
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长
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和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等
重大部署， 倒逼出庞大的土
壤修复市场，特别是随着《全
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2013-2022 年)》以及湖南清
水塘作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试点， 对土壤修复技术提出
了迫切需求。“新九方”通过加强与国内外
科研院校合作，试图努力打造国内工业污
染场地修复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开发、
技术成果示范与产业化、技术交流推广平
台，加快推进湖南省工业污染场地修复的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经过多方筹措，湖
南省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正式在该公司挂牌成立，随着《土壤环
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出台，将在
国内工业污染场地修复领域赢得市场先
机。 （肖梓涵）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 回首我省环保
产业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过程，内心无限
感慨；展望未来，更是充满信心和希望。

近年来， 我省高度重视环保产业发展，
早在 2009 年就将此列入我省重点支持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政府
各职能部门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 通过严格
环境执法，加大治污步伐，倒逼环保产业市
场的形成，推进环保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我
省新的支柱产业之一。

通过几年不懈努力，我省形成了一批环
保产业重点园区，一批骨干企业和优秀技术
人才快速成长， 培育了一批环保名牌产品，
重金属废水处理、环卫机械制造、烟气脱硫
脱硝、整体厂房空气净化等领域的技术和产
品， 已经具有相当的国内竞争力和市场份
额。 我省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近年来我
省实施的湘江流域污染治理“一号重点工

程”、农村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工
程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设备支撑，为改善我
省环境质量立下汗马功劳。 在全球经济下
行，传统支柱产业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省
环保产业每年以 20%以上速度增长，2014
年全省环保产业总产值达 1350 亿元， 成为
拉动我省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我省环保产业虽然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但对比全国，尤其是与浙江、江苏、北京等环
保产业发达地区相比， 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我省唯一的环保上市企业———永清环保，在
今年上半年全国同行业经营收入榜单中，也
仅位居 44 位。 因此，我省应该在充分肯定成
绩的同时，充分认识到这一差距，清醒看到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性的市场保护必
将打破，环保产业市场面临日趋严峻的竞争
形势。 随着人民群众对改善环境质量呼声日
益提高，治污效果差、服务质量低的企业将
淘汰出局，环保市场品质为王的时代即将到
来。 经过市场洗礼，未来可能进入少数企业
占据市场主要份额的局面，这是一种机遇和

挑战并存的新格局， 省外的企业可以进来，
本省企业也应该走出去开拓省外乃至国外
更为广阔的市场。 这种新形势下，我省环保
产业一定要紧抓两方面工作。

一是要培育核心实用技术。 要突出人才
的引进和培养，加大科研技术的投入，并通
过项目合作、入股并购等多种手段，加快技
术人才的聚集，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实用技术，真正满足污水治理、大气污染防
治、土壤环境修复、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多
方面市场需求。

二是要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环保产品
作为一项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最终服
务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商品，容不得半点敷
衍和马虎，在最严格的《环保法》实施以后，
在对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实施追责的党
内规矩下，没有人敢为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的

“豆腐渣”工程背书。 因此提高环保产品服务
质量，真心实意地为环境市场提供优质服务
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下来并
发展壮大， 未来成长为真正的骨干企业，成

为响当当的环保品牌。
今年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的关键

年，《环保法》正式实施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近
日通过了史上罚则最多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并即将实施；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
方案》，基本完成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

我省今年进一步加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进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多次调研环保产业，
提出环保产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新、人新我强”的具体目标，要求着力打造一
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的“绿
色湘军”，省人民政府今年印发了《关于加快
环保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环保产业
发展实施细则》，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落
实深化过去几年制定的产业扶持政策。 我们
一定要紧紧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机遇，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环保产业发展，为
改善全省乃至全球环境质量，建设天蓝、水碧
的良好环境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沐浴 成长
省环保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 王会龙

今年 9 月 14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在长沙会见美国三角研究院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詹姆斯·吉布森先
生一行。 美国三角研究院来湘主要是与我省
唯一上市的环保企业永清环保公司深化空
气质量智能监测、流域动态追踪及环境效果
评价等方面合作，这也是永清环保公司多年
来吸引全球智慧、提升技术核心竞争力的一
个新案例。

永清集团成立于 1998 年， 一开始就将
目光投向国内外先进技术，如联合意大利开
发应用国际领先的烟气脱硫技术， 在我国

“十一五” 期间减排工作中电厂污染治理领
域抢得先机。 由于多年坚持技术引领，目前
该公司拥有由德、美、韩等国际一流环保专
家和国内顶尖环保专家组成的高水平研发
团队， 建立了湖南省内最大企业环保实验
室，各类专业人才 200 余名。今年以来，永清
收购全球领先的土壤及地下水企业美国
IST 公司，布局大土壤战略，提供土壤修复
一揽子方案，一条龙服务，市场大单频现，连
续中标河北、山西、湖南等地多个超低排放
项目，一体化治霾技术广受市场认可；永清
水务正式中标湖南省首个含铊废水处理项
目， 揭开了湖南省含铊废水处理的序幕；国
内首创“复合式焚烧炉排”，成为全国为数不
多的自主生产垃圾发电设备供应商。

永清环保公司多项成果获省级科技成果
鉴定， 从 2015 年年初至今已获授权新专利
10余项，形成近 60项专利技术集群。 技术上
的先发地位，也为该公司赢得广泛的市场，在
环境修复、雾霾治理、垃圾发电等领域领跑行
业，不到 20年时间，公司总资产逾 100亿元。

（李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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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中联重科环境产业公
司通过并购获得意大利 LADURNER
（纳都勒）公司 75%的产权，为谋划环
保产业全球发展战略全新布局。 这一
举动，在经济下行、企业增长乏力全
球背景下尤显靓丽。 今年前 8 个月，
该公司营销额继续保持 20%以上增
长， 成为中联集团名副其实的新引
擎。

中联重科环境产业公司是中联
旗下专业环卫环保装备的事业部，从
环卫设备起家，成为环保装备细分市
场的“巨无霸”，产品涵盖道路保洁、
垃圾收运、市政养护、新能源车辆以
及垃圾分选、餐厨垃圾、建筑垃圾、污
水污泥、 渗滤液处理等环境治理装
备，产品共 10 大类近 200 个型号，产
能超 1 万台套。 2014 年营业收入近
50 亿元，作为全国最大的环卫装备制
造商， 环卫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 13
年稳居全国第一。

为谋划环保产业进一步发展，该
公司今年并购了欧洲领先的环境全方
位解决方案提供商及投资运营商意大
利 LADURNER（纳都勒）公司，充分
吸收 LADURNER 公司的 20 余年环
境技术及工程设计建设运营经验，建
成中国唯一的集设备研发专项技术和
工程设计技术为一体的环保产业基
地，以打通废弃物的处理链，提供从前
端垃圾清扫、 收集到中端的压缩、转
运、分选，再到末端处置的系统性解决
方案， 是中国唯一的“前端 +中端 +
末端” 的垃圾全流程解决方案的提供
商，高起点进军全球环保产业。

在发展中加速实现转型，打造中
国乃至全球集装备制造、投资、运营
于一体的全球环保产业大鳄！

（郑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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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
宏观院研究员李忠一行来到
长沙华时捷环保公司调研。
这次调研的目的是为全国两
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寻找典型
示范， 华时捷公司在环保领
域日益扩大的市场覆盖和行
业影响力引起了国家发改委
关注。

该公司致力发展成为
“环境在线监测专家”、“重金
属污染防治专家”和“绿色工
厂专家”，在全国建设和运营
了多个省市环境在线监测系
统， 为政府部门提供河流断
面及污染源实时监测数据，
负责全国 50%有色冶炼产能
的重金属废水治理工程建设
和运营， 为国内一大批涉重
金属企业提供清洁生产综合
服务。

华时捷环保创立之初就
深刻意识到， 创新和科研是
企业发展的基础， 技术创新
是加法，管理创新是乘法。在
华时捷有一个特殊规定：研
发项目只允许 40%的成功
率。 董事长何劲松介绍说：

“研发项目成功率太高，那说
明我们的研发太保守， 限定
研发项目成功率， 就是要从
内部形成了一个人人都可参
与的技术孵化器。 ”

在市场运行中， 华时捷
敏锐地发现， 传统的末端治
理方式治标不治本， 污染发
生后企业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去解决。 有鉴于此，华时捷从中医的“标本
兼治”思路出发，研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兼备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启了新的环
保治理思维———“厂中厂”模式：根据排污
企业的特点，在生产过程和污染治理中进
行资源化回收。 这些创新技术既能有效提
高环境治理的质量，又能降低环境治理成
本，从源头上解决污染，实现“既治标又治
本”。 从西医的对症下药，到中医的长效调
理，凭借持续不断的科研创新，华时捷环
保公司正努力在全国环保行业创造更大
更多的惊喜！ (肖梓涵)� � � �

华
时
捷：

环
境
治
理
的
﹃
中
医
﹄
智
慧

今年 8 月 4 日， 湖北荆门市政府
与凯天环保生态环境及 PPP合作签约
仪式圆满落幕。 至此，凯天环保已成功
与国内 7 个城市先后签约确定环保战
略合作关系。凯天环保提出打造美丽乡
村、发展两型工厂、建设生态园区、规划
智慧生态宜居城市， 通过 PPP模式为
工厂、乡镇、园区、城市提供国际一流的
区域性生态环境系统解决方案。

为了创建一个更洁净的地球，还
人类一个健康、绿色的环境，凯天环保
从 1998 年开始，就“引进 - 吸收 - 消
化 - 提升”国外最前沿的环保技术，采
用先进的环境管理战略， 开发环保产
品，真正从环保需求实际为出发点。目
前，可以从工业厂房内环境治理，到大
气环境烟气脱硫脱硝脱汞治理， 再到
重金属废水废渣治理、土壤修复、污水
治理、农环连片整治、环境服务为治理
环境主线，应对各种对环境的威胁。以
环保研发、制造、工程设计、工程总包、
运营为保证，切实履行环保企业使命。

凯天环保坚持内部运行持续评估
和监测系统， 对环保技术进行不断改
善及创新， 通过将环保理念应用到从
设计开发到生产发行的整个生产流
程，把环境治理真正落到实处，誓将环
保事业作为一种对道德、 社会责任和
历史使命为企业使命，真正成为“绿色
湘军”筑梦美丽湖南的梦之队。

（郑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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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在一次水业年度评选活动中，我
省湘牛环保公司被评为 2014 年度中国水业
工业及园区水处理领域领先企业，焦化废水
处理年度领跑企业。

中国水业评选是水业最权威、影响最大
的行业评选活动，已整整走过 11 年。 此次评
选是由中国水网联合 E20 研究院、业内权威
专家、资本市场知名行研机构及资深行业媒
体以联合体形式举办， 根据企业家与团队、
品牌能力、市场能力、投融资能力、运营管理
能力、大众感知六个维度进行评选。

湖南湘牛环保实业有限公司自 2000 年
成立伊始，坚守“汰污还清，珍惜资源，客户
至上，以人为本”的企业责任，潜心致力于工
业水处理的综合环境服务，为重污染工业企
业的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达标排放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磨砺，该公
司以“分子活化降解 + 膜”处理技术为依托，
在工业企业“高浓度、难降解”的废水深度处
理及资源化环境综合服务方面，形成了工程
设计总承包、设备供应、设施运营的全产业
链服务模式，拥有商业模式及技术优势两大
核心竞争力，在焦化、钢铁、制浆造纸、生物
制药、 食品生产等重污染行业广泛开展实
践，深得用户好评，市场占有率不断攀升，尤
其是攻克了焦化废水生化处理水质难以达
标以及深度处理膜系统堵塞的世界性难题。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获得，用户、厂家
的信任与认可，为公司在煤化工焦化领域市
场抢占了先机， 在湖南省内的制浆造纸、槟
榔生产及畜禽养殖行业废水处理市场占有
很大份额。2014 年被国家环保部批准为首批
环境服务业试点企业。

（李雪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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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赛恩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南大学产学研合作企业，
是一家能够提供全方位环境治理服务且拥有完整产业链的环保
公司。图为该公司在闪星锑业公司承担建设与运营的一家重金属
污染处理厂。 黄亮斌 摄

力合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环境自动监测行业各
种分析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发，采用系统集成技术，为客户提
供自动化、智能化的环境监测系统，今年在天津港“8·12”特大爆
炸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生态文明

湖南恒凯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我省第一家拥有机动车尾
气检测运营资质的公司，在长株潭三市及周边地区投资建成 20 多
个机动车尾气检测站。 图为该公司在长沙市万家丽路的一个检测
站点。 黄亮斌 摄

湖南景翌环保公司是专业从事综合环境治理服务的高新环保
企业。 图为该公司建设和运营的蓝思科技电子屏显玻璃研磨废水
处理及综合利用工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省环保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