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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物勃发。沿着长沙黑

麋峰蜿蜒的山路驱车前行，山清水秀的

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一路向北，来到望城区桥驿镇沙田

村。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闯入视野，色

彩明亮的“能量盒子”既有工业化的设

计质感，又有花园式的景观呈现。

很难想到：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

运营水平最高的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

场之一！它承担了长沙市城区所有生

活垃圾和大部分市政污泥的处理任务，

年上网电量达 14 亿度 ，可满足长沙市

110 万城镇人口（超过长沙市常住人口

的 10%）的生活用电需求。

穿行在厂区里，所见场景令人震撼

——从锅炉车间、汽轮发电机车间、烟

气净化车间到中控室、办公区，智能操

控，干净整洁，毫无垃圾异味，完全颠覆

人们对垃圾焚烧处理厂的想象。

“邻避效应”，这里全然不见！

这座固废综合处理场的发展壮大，

正是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军信股份”，股票代码 SZ301109）在长

沙市委、市政府高起点规划部署下，坚

持创新引领，将“双碳”思维真正贯穿于

城市固废处理处置的全流程、全生命周

期中，打造城市固废综合协同处理模式

的生动实践。

“肩负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军

信股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军信股份

董事长戴道国表示，成立于 2011 年的军

信股份，作为长沙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

场的建设运营主体，不仅全力打造生态

环保高地，还致力于实现环保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赢”式发展，造福

一方百姓。

生态建设，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军信股份“撸起袖子加油干”，使长

沙市固废处理场实现了从垃圾填埋，再

到在全国省会城市率先实现生活垃圾

零填埋和全量焚烧的历史变迁，将其建

设成为处理工艺先进、处理方式全面、

处理程度彻底，集生活垃圾、污泥和垃

圾渗滤液、飞灰等综合协同处理的环保

产业园。

军 信 股 份 核 心 竞 争 力 ，由 此 锻 造

——

生活垃圾焚烧，通过研发创新和管

理升级，在提高锅炉给水系统稳定性、计

量系统智能化诊断、低氮燃烧（VLN）技

术、自动化生产控制等方面形成一系列

核心技术，吨发电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垃圾焚烧项目（二期），实现干化污

泥连续给料、密封输送、控制系统连续

监测并自动调节燃烧工况的智能控制，

解决了稳定燃烧的难点问题，ACC 自动

控制系统实现了 98%以上的自动化。

市政污泥处置，形成“热水解+高温

高含固厌氧消化+脱水+干化”技术集成

并作为国内首批工程应用，“MIR-D”

污 泥 直 干 脱 水 技 术 ，打 开 了 污 泥 减 量

化、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处置的

新局面。

技术成就品质，创新决定高度。

军信股份强化科技创新的硬实力，

打造专业性强、创新能力突出的研发团

队，已取得授权专利 168 项，成长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董事长戴道国酷

爱技术研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技术

控”，个人取得四项国家发明专利，现担

任国家污泥处理处置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常务理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成长为行

业翘楚的征程上，军信股份深谋实干，

行稳致远。

目前，该公司日均协同处理生活垃

圾 近 万 吨 ，污 泥 1000 余 吨 ，渗 滤 液 近

6000 吨。正在运行的各固废处理项目

排放指标全面优于国家标准，焚烧烟气

排放指标甚至远优于欧盟标准，荣获湖

南省环卫行业标杆项目、住建部科技示

范工程、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等荣誉，

被生态环境部授予“环保设施向公众开

放单位”。“一带一路”多个国家有关人

员来军信股份考察参观，希望为他们提

供解决本国环境问题的经验和方案。

如今，军信股份加速走出“深闺”，

走向全国，蜚声海外！

（本版图片均由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批准！”

今年 2 月 23 日，正在厂区督查生产

的军信股份董事长戴道国，收到这一期

待已久的好消息。

军信人的上市之梦终于近在咫尺。

对军信股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

的时刻。

对湖南资本市场而言，这是一个孕

育美好的“春天的故事”。

2022 年 1 月，湖南出台重磅政策《湖

南省企业上市“金芙蓉”跃升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全省

境内外上市公司数量达到 200 家以上，

总市值达 3 万亿元以上。

“金芙蓉”跃升行动计划旨在积极抢

抓国家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的政策机

遇，加快推进湖南省企业境内外上市，帮

助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优、提质增

效，更好服务、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

定位和使命任务。

军信股份是湖南发布“金芙蓉”跃升

行动计划后，首家拿到 IPO 批文的湘企，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后，有望成为

2022 年首只湘股。

军信股份是乘风借势的“弄潮者”，

更是内外兼修的“优等生”。

它的竞争优势明显：公司占据长沙

市六区一县全部生活垃圾、大部分市政

污泥和平江县全部生活垃圾终端处理的

市场份额，是湖南固废处理领域的排头

兵。

它的业绩稳步增长：股份公司成立

以来，营收和利润保持较大幅度的稳步

增长，2021 年营收达到 20.63 亿元，净利

润 5.4 亿元。

它的技术保障有力：2018 年至 2020

年 ，研 发 费 用 分 别 为 2108.97 万 元 、

3444.89 万元、3015.58 万元，连续多年保

持高比例的科研投入。

它的人才储备充足：大力引进高素

质人才，加强人才培养和职业生涯管理，

针对管理、技术、运行等各类型岗位进行

多层次的人才储备及培养。

……

军信股份的竞争优势、业绩表现亮

眼，加上技术、人才、融资等多维度保障

举措，均为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力支撑。

借助资本市场力量，致力实现业绩

与规模双提升，将大幅强化军信股份在

固废处理赛道的竞争力。

“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以上市为

契机，公司治理进一步优化升级，将为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信股

份董事长戴道国介绍，军信股份 IPO 由

中信证券保荐，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 6834 万股，募集资金拟用于长沙市

污水处理厂污泥与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协

同处置二期工程项目、长沙市城市固体

废弃物处理场灰渣填埋场工程项目、军

信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

凡源远者必流长，凡根深者必叶茂。

作为业内标杆企业，军信股份拥有

多类型固废处理项目，固废处理协同处

置模式、固废处理处置产业园模式、全产

业链服务模式更是“三箭齐发”。军信股

份将以此为基础，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

提供系统的固废综合解决方案，开发环

保产品、打造环保科普公园、发展环保工

业旅游，做深产业链，做大价值链。

在国家实施“双碳”战略的背景下，

军信股份借上市东风，不负时代机遇，积

极拓展国际国内市场，为国家“双碳”目

标的实现贡献军信力量，将展现更大的

作为担当。

风起扬帆正当时，勇立潮头再争先。

以昂扬之姿践行初心使命，以跃进

之势征战资本市场，军信股份全力迈向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固废处理领军企

业行列，续写生态文明建设的灿烂辉煌！

走进军信股份企业园区，硬线条的

办公楼新颖别致，身着飒爽工装的员工

充满活力，呈现一种非同寻常的形象气

质。

军信股份作为一家特色鲜明的环保

企业，置身于行业变革风起云涌、经济形

势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时

代，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公司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作为

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文化铸魂，淬炼一流精气神！

“我们按照行军打仗的精气神来干

事业，坚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善作善

成。”军信股份董事长戴道国言语铿锵。

这位曾经奔赴老山前线作战，有 18

年军旅生涯的企业掌舵人，从军期间屡

受嘉奖，锻造铮铮风骨，厚植为民情怀。

2015 年以来，戴道国连续两届当选为长

沙市人大代表。作为长沙市优秀人大代

表，他总是说，做环保要有同情心和同理

心，在不断追求更优环保指标的基础上，

必须研究能为固废处理场周边群众带来

“实惠”的办法。

2017 年，戴道国提出《关于将长沙市

固体废弃物处理场尽快封场并建成环保

科普主题公园的建议》，建议将长沙市固

废处理场建设成为环保科普公园，大力

发展环保工业旅游，与黑麋峰森林公园

实现协同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让周

边群众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这项建议

被长沙市政府采纳。目前，望城区和军

信股份正加紧开展公园规划编制，推动

项目早日落地。

服务社会、造福民众，不忘初心、不

改军心。

戴道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团

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百折不挠，这些

硬核精神品质，融入军信股份发展全过

程，铸就企业干事创业的核心价值观，形

成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军信特色管理

风格。

企业文化，成为军信股份创新发展、

员工成长的不竭动力和宝贵财富——

军信股份坚持“军信十讲”凝聚员工

向心力，即讲真话、讲情怀、讲廉洁、讲服

从、讲格局、讲正气、讲学习、讲责任、讲

担当、讲效率。

落实“过三关”“设三防”和“三统一”

增强员工战斗力，即过好名利关、利益

关、心态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

乐主义，做到统一理念、统一价值观、统

一标准。

始终将安全和环保放在第一位，坚

持“生产不安全不如不生产，生产不环保

不如不生产”的理念，保证足额安全环保

投入，贯彻安全环保一票否决条款。

发扬“四种精神”，即主人翁精神、职

业精神、敬业精神、专业精神，争做“四有

军信人”……

在“比、学、赶、超”的工作环境里，践

行“稳中求进，创新发展，精细化管理，专

业化运行”理念，造就了一支环保铁军！

一个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军信股份建设的污泥与生活垃圾协

同焚烧二期项目，需要从干化车间输送

污泥到垃圾焚烧炉与生活垃圾掺烧。但

由于干化后含水率 65%左右的污泥基本

不具备流体特性，输送难度大，至少要

240 米的泵送距离，而当时世界上污泥

泵送最大距离也不超过 100 米。技术团

队几经探索尝试，均未能成功。

“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轻言放弃！”

军信股份焚烧二期项目总工程师王浩以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念，带领团队在

质疑声中攻关污泥泵送方式。最终，通

过对泵送系统增加注模技术，每 50 米设

置注模圈，实现 240 米的泵送距离，整个

污泥泵送过程全密闭进行，完全消除了

污泥输送产生的环境影响。

国 内 首 创 半 干 污 泥 与 垃 圾 掺 烧 方

式，泵送距离世界首次达到 240 米！一

个又一个类似的创新突破，彰显文化精

神的力量，更壮大了军信股份的胸怀格

局。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让一座固废处理场高质量运营，肩

负起消化长沙生活垃圾和市政污泥的重

任，是军信股份向阳而生、向善而行的责

任担当；让企业日趋强健，在固废综合协

同处理的实战中开疆拓土，则源于军信

股份奋进勇争先、谋事不谋人的价值驱

动！

创新引领，锻造核心竞争力 文化铸魂，淬炼一流精气神

上市在即，昂首迈进新征程

初心如炬践使命 笃行不怠谱新篇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纪实

刘永涛 石 原 柏 润

它“隐居”在长沙城区 20 公里开外的黑麋峰群山之中，践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使命，助力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

位和使命任务，演绎气势磅礴的绿色叙事。

它在建设美丽湖南的征程上，镌刻孜孜求索的坐标，让纯净

之光照进百姓美好生活——运营长沙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消

解城市生活垃圾和市政污泥，写就山水洲城的环保史诗。

它笃行不怠，成长为湖南固废处理领域龙头企业，获得中国

证监会 IPO批文，即将登陆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环保行业生力军悄

然崛起。

它是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城市美好生态环境的专

业、忠诚守护者！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戴道国。

长沙市固长沙市固

体废弃物处理体废弃物处理

园区鸟瞰图园区鸟瞰图。。

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中央控制室。

长沙市生活垃圾与市政污泥协同处置二期项目。

▲

▲

2021 年 6月 30日，长沙市生活垃圾与市政

污泥协同处置二期项目举行点火并网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