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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公司简介

       云南圣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于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专业从事重金属

污染场地修复、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环境监

测与咨询服务等，集项目投资、技术研发、设计咨询、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于一体的综合

环境服务运营商。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下辖云南圣清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圣

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公司被授予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拥有40多项环境

治理与修复专利技术，构建了国内外知名专家顾问团队，聘请了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长江

学者荣誉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引进创新人才肖惠宁院士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并以

“环境友好功能型新材料在环境修复领域中的应用”为核心研究方向，积极组建了“肖惠

宁院士工作站”。公司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壹级、环境

污染治理资质甲级、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贰级、云南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CMA）、云南省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资格认定证书（乙级）等多项资质证书，并取得了世

标认证颁发的IS09001、ISO14001、OHSMS等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公司投入1000万元研发资金，筹建了占地面积800多平方、配置大型专业分析仪器

140余台套、可分析检测近400多项指标的，同时具备第三方环境监测功能和环境治理新技

术研发于一体的大型专业化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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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egment
业务版块

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
 公司依托下属全资环境监测公司的分析检测能力、新材料公司的环境友好功能型
新材料等资源平台和核心技术，坚持“全面的环境调查 + 合理的工程措施”为指导
思想，在矿山或工业废渣治理、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有机污染场地修复、农田
土壤修复等领域积累了十多项工程案例。尤其是在含砷、汞、铬、镉等重金属污
染领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参数和工程经验。

01 Pollution 
              Control污染治理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公司采用“生态系统评价 + 改性天然纤维素功能新材料 + 高效微生物菌群”为
核心技术，在黑臭河道、劣质湖泊水环境修复、优良水质湖泊水环境保护、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和系统优化等领域，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系统的评价报告，并根据
报告提出合理、高效、稳定且修复成本低廉的技术路线，在云南等地拥有大量项
目案例。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公司充分解读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及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思想，以整县推进、分区实
施为工作思路，结合各地区农村的现状，采取综合环境服务的模式开展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其中围绕重点饮用水源地保护、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或省控河
流断面、出境河流等开展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Business Segment
业务版块

       云南圣清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筹建具备环境治理新技术研发和第三方环境监测功能于

一体的大型专业化实验室。实验室占地面积800余平方米，拥有功能齐全、布局规范的检测

实验区域，包括常规检测实验室、仪器室、天平室、高温室、预处理室、土壤样品风干室、

土壤样品制样室、药品库等功能检测室。公司监测仪器设备齐全、先进，拥有各类环境检

测专用设备140余台套，包括原子吸收光度计、原子荧光光度计、气相色谱分析仪、电感耦

合等离子发射光谱分析仪、红外测油仪、分析天平、分光光度计、pH计、电导仪、大气采

样器、烟气采样器、翻转振荡器、生化培养箱、样品制样机、GPS全球卫星定位仪、测烟

望远镜、声级计、振    动分析仪等。

       公司以“科学、严谨、高效、精准”为指导思想，在县域环境质量监测、土壤环境污染普

查、工程项目前期调查、施工过程环境监测、项目竣工验收监测等领域，高质量地完成了

大量环境监测服务。并在环境污染比较突出的控区，以综合环境服务运营商的模式为地方

政府提供了大量技术咨询服务，并取得了优良的环境绩效。

02

Environment Monitoring
                         &    Consulting环境监测与咨询



Business Segment
业务板块

公司遵循“低成本创新”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研发理念，依托肖惠

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研发团队以及企业技术中心，紧紧围绕“生物质新材料”

为公司核心技术的战略目标，通过对一系列基材的选择、改性、试制等机理研究

和性能比对，开发出具备靶向吸附、氧化还原、缓释脱附等功能的环境友好型生

物质新材料。其产品系列主要有：生物质新材料重金属土壤修复稳定剂和生物质

新材料重金属废水治理吸附剂，该产品原材料来源广泛且价格低廉，产品应用安

全，不会对人体健康及环境修复带来新的污染，可广泛应用于矿山修复、工业场

地修复、农田土壤修复以及水环境修复、工业废水治理等领域。

01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s
环境友好新材料研制与应用



科技研发
院士工作站、博士研发团队

投资运营
 

资金高效、运营专业、绩效共享

技术咨询
环境监测、方案编制、初步设计

环境修复
EPC总承包、设备成套

Business   Model
商业模式



二、资质平台
1 . 院士工作站

2 . 院校联盟

3 . 监测平台及技术中心02
4 . 资质荣誉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院士工作站

公司聘请加拿大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荣誉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引进创新人才、华北电力大

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肖惠宁为公司首席科学家，经云南省科技厅批准，

2017年9月建立了云南省首家民营环保企业院士工作站——肖惠宁院士工作站。该工作站以公司

技术研发中心为依托，主要进行“环境友好功能型新材料在环境修复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工作。

肖惠宁院士工作站



College-Enterprise Union
院校联盟

1

2

3

4

5

公司与中国环境规划院、中南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

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广西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等高校以及环保科研

机构和云南省内知名环保企业建立

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了以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水环境污染

治理与修复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司校

联盟。为公司的技术研发和发展提

供全面、强大的智力支持。

技术引领，联合共赢



Monitoring & Research
监测平台及技术中心

云南圣清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圣清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建筑面积800多
平方米，投资1000多万元，配置有大型专业分析仪器140余台套，可检
测分析近400项指标的，具备环境治理新技术研发和第三方环境监测功能
于一体的大型专业化实验室，亦作为公司的分析检测中心。

云南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公司组建了一支集环境 科学、化学工程、材料化学、应用化学等学
科的技术研发团队，重点就环境友好功能型新材料在重金属污染土
壤修复、水环境修复等环境治理工程中的应用进行前沿的、系统化
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实现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有机结合，并
将新材料进行产业化推广。



Company Qualification
资质荣誉

时间 资质

2018-5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2016-11 云南省环境保护行业污染治理资质  甲级

2016-4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

2015-12 环保工程施工、环境的污染治理通过国际标准认证

2015-10 工业废水处理设施运营二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二级

2015-9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CMA认定

时间 荣誉

2018-3 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2016-10 监测公司或第二届云南省创新大赛企业成长组三等奖

2016-1 入库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2016-11 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2014-12 云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单位



三、专家团队
1 . 公司专家

2 . 高管团队03



Company Experts
公司专家

肖惠宁  公司首席科学家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肖惠宁，加拿大新布朗斯克大学化工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肖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功能高分子和纳米

材料的合成及其在水处理和可控药物缓释中的应用；新型绿色可再生生物质材料的改性与应用。其研

究成果多居于国际领先水平，近年来在国际国内杂志、书籍、会议上发表文章280余篇。肖惠宁教授受

聘为公司首席科学家，并作为公司院士工作站的负责人，负责公司功能型新材料在环境修复领域中的

应用研究制备与产业化推广工作。

宁 平  公司专家组成员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工学博士

宁平，云南省特聘教授，现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的项目负责人、主讲教师。出

版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科研论文300多篇，其中三大检索收录44 篇。获省部级奖项共7项，发明

专利授权1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5项。宁平教授现为公司专家顾问组成员，主要负责固废资源化处

理及重金属污染治理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应用工作。



Company Experts
公司专家

潘远凤  公司专家组成员
广西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工学博士、博士后

潘远凤，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功能性高分子、膨润土与淀粉改性，如疏水性材料、

抗菌材料、光致发光材料、温敏性材料、磷酸酯淀粉、碱性钙基膨润土吸水材料与葡萄糖酸膨润土的

合成与表征及其在材料和造纸领域的应用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申请专利6项。潘远凤教授现为公司院士工作站核心成员，主要负责公司环境友好型功能新材料在环境

修复领域中的应用及产业化工作。

宣志刚  公司专家组成员
博士、知名环保实践专家

宣志刚，博士，微生物制剂在废水处理应用中的倡导者，践行者。其从事环境保护水处理行业近30年。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微生物制剂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涉及近百种工业废水的生物处理、制药废水、石化

废水等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的系统集成技术及微生物制剂的选择、培育及工程化应用工作。目前，宣

志刚先生出任我公司独立董事，负责公司高浓度工业废水处理及低污染水环境修复领域的总体设计、技

术研发和工程化应用工作。



Senior Management Team
高管团队

黄志红  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注册建造师

黄志红，毕业于上海东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市政公用工程环保类高级工程师职称，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

资格，在流域性水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领域、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领域、高浓度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城市给排

水BOT实施领域拥有丰富的投融资操作、工程设计及实施经验，先后申请环境污染治理类专利40余项，发表

学术论文8篇。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南化苯胺硝基苯废水治理项目”中，为项目建设及技术创新作

出了突出贡献。黄志红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重大事项主要决策人，全面负责公

司的发展规划、经营方针、年度计划的决策和监督执行。

周晓平   公司副董事长
知名环保实践专家、云南省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

周晓平，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长期从事水体、土壤环境污染的生物、

生态治理技术研究与实践，具有丰富的企业发展谋划、经营管理经验。在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CSCI）

上发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学和自然保护等方面的学术论文32篇。周晓平现任公司副董事长，负责执行

公司董事长的决策，全面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四、技术实力
1 . 专利技术

2 . 核心技术04 3 . 研发设备



Patented  Technology
专利技术

专利名称 申请号 专利类型
一种含砷废水处理系统 201620160368.9 实用新型

一种高浓度含砷废水的复合电絮凝处理反应器 201620559371.8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处理含砷废水的搭载功能型微生物的吸附材料制备方法 201610123655.7 发明专利

一种高浓度含砷有机废水的复合电絮凝处理方法及其反应器 201610407555.7 发明专利
一种载铁粉煤灰除砷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201710749573.8 发明专利
一种重金属镉的生物吸附材料的制备与应用 201711352217.9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含Cr（Ⅵ）土壤处理的磁性生物质新材料稳定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711348771.X 发明专利
一种以可降解天然生物质的土壤汞稳定化药剂的制备方法 201710421359.X 发明专利

一种针对含汞废水处理的生物质新材料靶向吸附剂的制备方法与应用 201710957920.6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重金属去除的2-氨基对苯二甲酸改性纤维素的制备方法 201710961622.4 发明专利

一种搭载功能型微生物的吸附材料处理系统 201620166931.3 实用新型
一种加载β型羟基氧化铁改性天然维素功能新材料与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201610118936.3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重金属离子去除的L-半胱氨酸改性纤维素的制备方法 201710492534.4 发明专利
一种含脂肪长链可用于煤化工废水除油的高分子絮凝剂及其制备方法 201610826022.2 发明专利

一种土壤修复的方法 201410704670.1 发明专利
一种对过氧化氢酶定量的方法 201610427262.5 发明专利

一种微生物修复系统活性评价的方法 201610139232.4 发明专利
用于污水处理水质毒性预警的复合生物传感器的制备方法 201610138700.6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污水处理水质毒性预警的复合生物传感器 201620187266.6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污泥减量化的高效生物反应器 201620111614.1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污泥减量化的好氧-厌氧折流反应器 201620111742.6 实用新型
一种煤化工废水除油脱酚反应池 201620156831.2 实用新型

一种煤化工废水处理破乳气浮除油装置 201620155885.7 实用新型
一种采用微生物处理煤化工废水的方法 201610114903.1 发明专利

一种破乳剂 201610114816.6 发明专利
一种低污染水体修复的高效处理方法 201610565412.9 发明专利
一种低污染水体修复的微生物菌群 201610565073.4 发明专利
低污染水体修复的高效生物反应器 201620781796.3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治理湖泊的组合物及其应用 201410706272.3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处理污泥的高效混合菌群 201610077263.1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污水处理的填料 201610140136.1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高效处理废水中氮和磷的免烧填料 201610139545.X 发明专利

一种用于污水处理的填料 201620190434.7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制作填料的模具 201620188483.7 实用新型

一种好氧折流装置 201410705109.5 发明专利
一种农村地区污水深度处理系统 201410825324.9 发明专利

一种医院废水处理工艺 201610826021.8 发明专利
一种高速公路服务区污水处理工艺 201610825878.8 发明专利

公司自成立至今，公司计授权专利技术46项，
其中：发明专利31项，实用新型专利15项。



Business Segment
核心技术

       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由核心产品和技术体系构成，其中技术体系

主要分为环境修复与治理前的现状调查、药剂配方和专项设计，环境

修复过程中的药剂投加、项目管理和过程监测，以及修复完成后的工

程养护、性能提升和跟踪调查三个部分，依托公司的科技研发中心、

技术咨询中心和工程管理中心的协同作用将公司的核心产品功效发挥

到极致！

核心技术



Experimental  Facilities
实验设备

真空抽滤装置 空气和废气检测设备

电子显微镜 红外测油仪

分析天平室 电极法测量仪器

恒温水浴振荡器 恒温油浴锅

公司LOGO牌 常规实验室

常规实验室 电动离心机

纯水机 通风柜样品消解

标准CODcr消解器 药剂台

全自动翻转振荡器 石油萃取装置

土壤、植物粉碎机 电热鼓风干燥箱、高温电阻炉

原子吸收光度计 原子荧光光度计

气相色谱分析仪 ICAP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建筑面积800余平方米，拥有各类检测分析仪器设备140余台套，具备400多项要素的检测分析能力。检测

分析设备主要有：高效气相色谱分析仪、原子吸收光度计、原子荧光光度计、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分析仪等，价值1000余万元。



五、工程业绩
1 . 水结项目

2 . 薄竹项目05 3 . 陆良项目

4 . 金驰项目
…………



德厚河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项目-水结煤矿土壤修复

项目投资：2500万元

污染物质：煤矸石；含铁、锰  

废渣；含砷底泥

污染总量：900多亩，26.4万m³

主要工艺：
1、尾渣堆清理及调 质稳定化；

2、废渣堆体平整和削坡；

3、修建挡渣坝及截洪排水；

4、废渣堆体封场及植物修复；

5、矿洞封堵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工程业绩



薄竹多金属选矿厂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

项目投资：1300万元

工程内容：改造并扩建尾砂库、

收集并安全填埋Ⅱ类一般工业固

废及污染土壤30万m3、有效处置

并封场后对尾砂库进行植物修复。

工程措施：废渣安全转运及填

埋、尾砂库安全闭库并植物修复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工程业绩



南盘江沿岸含砷地下水及渗滤液收集及集中处理工程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工程业绩

项目投资：1600万元

污染物质：砷、镉、铅、铜

核心技术：电絮凝沉淀系统、 

专业化的运营服务

主要工艺：地下水收集系统-

电  絮凝系统-化学絮凝系统-反渗

透深度处理-清水池



文山市金驰砒霜厂砷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修复示范工程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工程业绩

项目投资：2100万元

污染物质：砷污染土壤、

砷 污染地下水

污染总量：砷污染土壤4万

m3、砷污染 地下水18万m3

主要工艺：靶向吸附剂稳

定化、植物修复及安全填埋、

地下水抽提及处理系统



会泽县者海镇耕地土壤污染修复治理项目

项目投资：1800万元

修复面积：重度污染及中度污 

染耕地822亩

污染因子：Pb、Cd、Zn、Hg、 

As、Cu、Ni、Cr等复合污染

工程措施：DT重金属去除技术、

钝化剂稳定技术、种植结构调整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工程业绩



砚山县竜白生态湿地治理与恢复工程

项目投资：2.3亿元

修复面积：湖库面积72亩、流

域面积1.83 km2

污染因子：农村生活污水、农 

业面源污染、湖库 内源污染等

工程措施：环湖截污治污工程、

雨水收集及海绵体工程、内源污染

及资源化工程、水域生态系统构建

及修复工程、生态补水及循环富氧

工程、内源污染治理及湿地工程。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工程业绩



文山市暮底河水库环境保护大型湿地工程

污染物质：COD、氨氮、总氮、 

总磷、粪大肠杆菌等

处理规模：100000 m3/d（一期  

50000 m3/d）等

核心技术：高效低污染水体脱 

氮除磷生态填料、专业化的运营

服务

主要工艺：顺甸河河水→滚水

坝→引水渠→沉砂池→氧化塘→

兼性塘→一级潜流→一级表流→

二级表流→二级潜流→出水。

Engineering Performance
工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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