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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JIU公司是专业从事节能环保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一家以土壤修复和地下水治理为主，集技术研发、工程设计、施工建设,、运营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运营商。
JIU公司多年来为“构筑天人合一的美好环境”砥砺前行, 攻克了一道道环保难题,创造出一个个标杆项目, 在对更高品质的追求中, 与环保行业共同成长。
在中国“十三五规划”、“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法”等的良好政策护航下, 环保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JIU公司在拓展中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同时，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承载着更大的社会责任。
人们越来越强的环保意识，越来越高的环境需求，就是JIU公司不竭的发展动力。
JIU公司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与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的“JIU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装备论证会”专家组对JIU公司的技术报告并通过专家们的质询
和讨论，一致认为JIU公司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装备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适合中国土壤污染工程特点和市场需求。

同时, JIU公司为成为您最优秀的合作伙伴会不断努力前行！

在中国的

发展战略



3 YOUR COMPANY  INC.

01 公司介绍

公司概要

主营业务

资质和体系认证

专利

技术研发

在韩国土壤修复领域的地位

01
02
03
04
05
06



4 YOUR COMPANY  INC.

公司概要
Company Profile

公司概要和组织

公司介绍

组织

公 司 名 JIU株式会社(JIU CORPORATION) 主营业务 土壤修复

代表/CEO 李在元 成立时间 2011.2.7

地 址 首尔市江西区阳川路 401 B-507 认证情况
venture企业,企业附设研究所,技术革新
型, 主要产业, ISO9001, 培养人才企业

公司概要

• JIU公司从创业初期开始就从事韩国土壤
修复领域的工作，是一家具有丰富的经
验和多位专家构成的土壤工作专业公司

• 2011年创业后，承办了多项大规模工程，
具有丰富的土壤修复工作经验，并申请
并持有韩国，美国，中国多种专利

CEO

调查评估组 修复设计组 修复施工组 经营管理组

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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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团队

学历:: 首尔大学环境建设工学
(工学博士-土壤/地下水)

经历:: LG Engineering
(株)Geoworks 代表
现，JIU株式会社代表
现，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人
现，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人

奖励:: 环境部长官褒奖

代表/CEO 李在元

• 学历::首尔大学环境建设工学
(博士结业-土壤/地下水)

• 经历:: 三星Everland
(株)Eco Solutions研究所长
现，JIU株式会社(土壤修复部门)
现，美国场地环境评价部门讲师

(ASTM ESA Trainer)
现，国家职务标准撰写及教育委员
现，工程师考试出题委员

• 奖励::环境部长官褒奖

技术总监/常务理事 李乘雨



6 YOUR COMPANY  INC.

主营业务
Business Field

主营业务

公司介绍

主营业务

• JIU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土壤修复工作

土壤污染的发生原因与危险性

• 含有化学成分的污染物及垃圾的回埋，
导致土壤自净能力丧失

• 各种大气污染物形成酸雨

• 重金属，油类，化学物质泄漏

• 土地被污染时，挥发性物质向大气中
排出，并随着地下水向河流排出造成
污染扩散，并带来农作物，鱼贝类及
农畜的污染隐患，需要切实的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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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和体系认证
License & Certification

公司介绍

企业资质

名称 机构 注册日期 注册号

工程技术主体(土质/地质，自然/土壤环境，水质管理) 韩国工程技术协会 `11.04.01 第E-11-192号

土壤修复业 首尔市 `11.04.19 第2011-2号

土壤环境评估企业 汉江流域环境厅 `12.02.29 第2012-04号

海外建设业(建设能源化业) 海外建设协会 `12.03.22 第724号

直接生产确认(地质调查与勘察业) 中小企业中央会 `12.05.25 第2012-16339号

地下水修复业 江西区厅 `13.07.24 第江西1号

环境顾问业 首尔市 `14.03.27 第84号

建设技术服务业 首尔市 `15.10.01 首尔-2-320号

地下水影响调查机构 江西区厅 `16.02.12 第江西-2号

利用地下水开发施工业 江西区厅 `16.02.12 第江西-7号

专业建设业(土方工程) 江西区厅 `16.08.08 第江西-16-02-01号

体系认证

名称 机构 认证日期 认证号

企业附属研究所 韩国产业技术振兴会 `11.03.07 第2011110543号
竞争招标参加资格 调达厅 `11.05.02 -

venture企业 技术保证基金 `11.05.19 第20150107248号
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厅 `11.12.12 0010-2016-26936

KS Q ISO9001:2009/ISO 9001:2008(品质经营系统认证) 韩国国际规格认证院 `14.04.07 QSC2491号
经营革新型中小企业(MAIN-BIZ) 中小企业厅 `14.07.02 第140102-01943号
技术革新型中小企业(INNO-BIZ) 中小企业厅 `14.09.04 第140104-01037号

绿色技术认证 环境部 `15.11.26 第GT-15-00231号
人才培养型中小企业指定 中小企业厅 `15.12.30 第0027号

Hi首尔品牌指定书 首尔市 `17.9.13 第2017-3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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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Patent

公司介绍

专利(韩国)

名称 注册 注册日期 注册号

利用桩型渗透反应墙的地下水污修复化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02.06.19 100342765

反应物质注入所引起的地标修复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03.02.24 100380547

包含浮游型撇取浮沫系统的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修复
装置 专利注册(韩国) `05.06.08 100495773

利用空心柱先端部结合用结构体的地标支撑力强化
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0.11.01 100992751

便携用分离膜检测装置与检测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3.06.25 101280355

桩体破损防止型灌浆孔导入结构与空心预制混凝土
桩相结合的水泥空心预制桩及施工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3.08.01 101294243

阶段连续型高度选择与电动净化工程相结合的
污染土壤修复系统及修复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4.03.11 101375471

阶段连续型高度选择与污染负荷自动式重金属去除
工程相结合的高能动土壤污染修复系统及修复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4.03.11 101375482

重金属土壤污染的修复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4.05.16 101398526

废弃物填埋场地基组成用防渗沉层构成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4.07.08 101423123

利用放射性水平输入与水平输的土地污染进行净化
系统及土地污染修复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4.11.06 101461214

管道固定分离膜损伤检测装置 专利注册(韩国) `15.04.10 101512704

选择性紫外线隔离膜损伤检测装置 专利注册(韩国) `15.06.02 101526928

离子交换膜过滤装置用间隔物部件，具备其的离子
交换膜过滤装置，净化处理装置及方法 专利注册(韩国) `18.07.13 101880154

利用气相色谱分析法UCM信息进行混合油类的
油种和混合比例的分析方法

独占实施许可权利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16.04.28 10161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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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Patent

公司介绍

专利(美国和中国)

名称 注册 注册日期 注册号

CLEANING METHOD OF CONTAMINATED SOILS
专利注册
(美国) `17.07.04 9,694,402

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法
专利申请
(中国) `17.06.01 201710404378.1

离子交换膜过滤装置用间隔物部件，具备其的离子
交换膜过滤装置，净化处理装置及方法

专利申请
(中国)

`17.12.15 201711350023.5

离子交换膜过滤装置用间隔物部件，具备其的离子
交换膜过滤装置，净化处理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中国)

`17.12.15 201721766897.4

一种原位气相抽提修复装置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中国)

`18.03.21 201820386350.X

一种多相抽提修复装置及土壤修复系统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中国)

`18.03.21 201820386349.7

一种用于污染土壤异位淋洗修复的浮选设备
专利申请
(中国) `18.03.21 201810236258.X

一种用于污染土壤异位淋洗修复的浮选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中国)

`18.03.21 201820388181.3

一种用于污染土壤异位淋洗修复的浮选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中国)

`18.03.21 201820387413.3

一种用于土壤与修复药剂混合的铲斗及挖掘机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中国)

`18.03.16 201820340914.6

一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高压注入装置及车辆
专利申请
(中国) `18.03.22 201810241700.8

一种污染土壤及地下水高压注入装置及及车辆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中国)

`18.03.22 201820395217.0

環境浄化剤の製造方法
普通实施许可权利

(日本)
`08.03.17
(`18.3.19) 50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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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
RnD

公司介绍

技术研发

研发课题名称 研发事业名称(部门名称) 日期 参与方式

水处理分离膜的表面损坏与系统水纹自动
检测系统技术

创业成长技术开发课题
(中小企业厅)

`11.11.01
~ `12.10.31

主管企业

为土壤地下水界又累污染原因判别的
环境地文认识技术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开发事业
(环境部)

`13.04.01
~ `16.03.31

参与企业
主管:韩国科学
技术研究院

利用表面粉碎和气泡可变操作型浮选机的
高浓度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电处理技术开发

中小环境是也化支援事业
(环境部)

`13.06.21
~ `14.01.31

主管企业

水处理用分离膜的表面损坏测定系统实用化
下一代环保投资事业

(环境部)
`13.05.01

~ `16.03.31
主管企业

表面粉碎与气泡可变操作型浮选机的
高浓度污染土壤的净化

创业成长技术开发课题
(中小企业厅)

`13.10.01
~ `14.09.31

主管企业

有机性废资源能源化
废资源能源与特性化大学院事业

(环境部)
`13.03.01

~ `16.02.28
参与企业

主管:首尔大学

需要对应型小规模电解-离子交换滤膜
复合处理技术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开发工作
(环境部)

`14.04.01
~ `17.03.31

主管企业

为减少绿藻的取水方式改善方案研究
社会问题解决型课题

(未来部)
`14.04.01

~ `17.03.31
主管企业

利用后脱磷反应的集约型MBR下·废水处理
技术开发(指导)

中小企业R&D企划支援事业
(中小企业厅)

`14.07.01
~ `14.11.30

主管企业

利用微波发热技术的绿色土壤污染净化技术
(油类污染土壤的工学·热学行为特征研究)

中小中间企业需要基础铁路源泉技术
开发研究工作

(韩国铁道技术研究院)

`14.03.01
~ `16.12.31

参与企业
主管:韩国铁道
技术研究院

适合中国土壤特征的重金属污染地区浮油筛选
技术开发

环境技术国际共同当地事业化支援工作
(环境部)

`14.09.01
~ `15.12.31

主管企业

工业地区内地中环境内的重金属与有机溶剂污
染因子辨别的环境地文认识技术开发

土壤·地下水污染预防技术开发事业
(环境部)

`15.04.01
~ `18.03.31

参与企业
主管:韩国科学
技术研究院

适合中国土壤特征的韩中重金属地区浮油筛选
净化技术开发

国土交通技术事业化支援工作
(国土部)

`17.04.01
~ `18.12.31

主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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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土壤修复
领域的地位
Company Competitiveness

公司介绍

在韩国土壤修复领域的地位

❍ 2017年5月在韩国环境部的土壤･地下水情报系统（sgis.nier.go.kr）注册了的土壤相关机构有233家，

地下水相关机构有2391家

土壤修复产业 土壤污染调查机构 泄漏检测机构 土壤环境评估机构 风险评估机构

83 79 20 43 8

地下水修复业 地下水专业机构 地下水利用开发企业 地下水影响调查机构 矿泉水企业

94 74 1,856 305 62

代表的中国机构委任状况

主要机构专家（2016.7）/咨询委托（2017.1）

-国家委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环保技术咨询委托

-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专家委托

❍ 是众多土壤， 地下水的相关机构中排名前20之内，参加了环境部土壤工程发展论坛，参与

政策制定，并提供咨询服务

• 土壤部门共有233个公司，地下水部
门共有2391个公司，本公司是环境部
土壤产业论坛的委员，并在众多公司
中排名前20位

• 土壤产业论坛是环境部土壤政策的专
业活动论坛，是讨论国家研究开发方
向的机构

• 与国防部签订设计工作随意合同多次
施工实例(技术实力认证)

• 主要运营部门有国防部，环境部，中
小企业投资部，产业部等多个研究开
发与新技术审核委员，在韩国土壤修
复领域占具领先地位

• 中国活动的韩国土壤企业中，是最有
实力最优秀的公司。在韩国总统访中
使节团，韩中日三国环保部长会的技
术发表，中国环保部技术发表等重大
会议中，本公司是韩国土壤领域的唯
一企业

주) 蓝色字体为 JIU公司现有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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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的主要活动事项

参加韩国总统访中经济使节团(2015.9)

参加了中国环保部，10国国际先进环境技术交流会(2016.6)

中国地质大学韩中土壤修复研究所设立(2014.12)

-与中国地质大学国家重点生物环境地质实验室的研究，实验能力为基础的污染土地调查，

考试评价，适用性考试领域和原地技术开发等方面确定了合作关系。

-以后会在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积极推进设计的基础实验方面的合作。

参加韩国总统访中经济使节团(2017.12)

参加韩中日场馆会议的圆桌会议(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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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指标
Key Index

中国土壤产业现状

中国土壤产业核心指标

204,729亿元

潜在的污染修复市场污染超标率

16%

五年CAGR 推测
(2016~2020)

62%

土壤修复企业

2,600多家

核心指标及特性

• 中国的污染超标率达16%，达到韩国
面积的17倍

• 潜在的土壤市场预计达到204,729亿
元

• `16-`20 未来五年间 市场将达到
6,257亿元, CAGR达到62%

• 中国土壤修复企业11年为200多家， ` 
15年增招到1000多家，分析前十家公
司的经营现状，不难发现国营企业的
潜在优势

• 特别是潜在的污染诱发者的市场参与
与 PPP产业的扩大， ` 16年以后中国
土壤市场将持续发展

32%

土壤行业市场毛利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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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污染

金属冶炼污染

矿山污染

农药、肥料污染

农业用塑料污染

灌溉农业水污染

中国土壤污染现状

污染现状
Soil Contamination in China

农田污染

•全国农耕地的 1/5

•粮食生产损失

• 1300万吨/1年

工业地区污染

•矿山污染 200万ha

•石油化工污染 500万ha

•固体废弃物污染 5万ha
资料: 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公报(中国环保部, 2014)

污染现状

• 根据2014年中国环保部的全国土壤
污染调查报告，全国土地污染率占全
国土地的16.1%

• 污染企业周边土壤污染超标率为36.3
%，农地超标率为19.4%，是全世界污
染最为严重的国家

中国土壤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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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壤政策现状

政策现状
Soil Remediation Policy in China

政策现状

• 12.5规划期间开始的土壤管理政策是
从 2016年5月土十条正式开始树立了
管理体系，2017年11月预计出台污染
污染防治法并完善法规制度

• 通过为了推进2017年土壤污染防治法

实施的各种方针、方案的完善，土壤
污染修复对策正式完成并可估测市场
容量

• 因此，实现了从12.5规划期间内示范

项目运用的填埋、稳定化等阻断性技
术向淋洗、热脱附等积极修复技术不
断扩大

中国土壤产业现状

2017 ~2020

STEP 03

13.5 规划
(土壤产业开始)

2016

STEP 02

13.5 规划
(土壤产业准备)

2011 ~ 2015

STEP 01

12.5 规划

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
(2011.12)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安全的通知
(2012.11)

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
(2013.1)

土壤污染防治草案
(2014.10)

国家环境保护
“十三五”科技
发展规划
(2015.11)

土壤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土十条）
(2016.5)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
(2017.2)
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方案的编制技术指南
(2017)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2017)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
(2017)
关于展开检察机关参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专
项监督活动的实施方案
(2017)
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工作方案
(2017)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2018)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2018)

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2018)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2018)
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

污染主体责任
终身责任

防扩散技术
(固化、稳定化

填埋)

修复技术
(淋洗、热脱附、
S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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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现状
Soil Remediation Market in China

市场现状

中国土壤市场规模

中国土壤产业现状

中国土壤市场规模

资金源现状

300 371 

641 

1,039 

1,682 

2,524 

 -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1-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 预计达到20万亿元

• 根据中国统计局发表的‘第十三次五
年计划’，`16-`20年人均GDP将以8%
的增幅持续增长，对土壤复原的投资
将从GDP的0.05%增长到 0.25%。未来
的五年间经预计达到6257亿元

• 根据‘第十二次五年计划’（`11-`1
5），中国土壤市场的资金来源于316
个代表企业，达到100亿元，达到政
府财政数量比例的63%，资金比例的4
9%

资料：2016年中国环保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6)

资料：中国土壤修复技术与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6）

(单位：亿元)

49%

22%

25%

4%

정부재정자금

자기자금

재정 및 자기자금

기타 지원자금

金额比例

政府财政资金

自给资金

财政及自给资金

其他支援资金

63%
14%

21%

2%

정부재정자금

자기자금

재정 및 자기자금

기타 지원자금

数量比例

政府财政资金

自给资金

财政及自给资金

其他支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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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现状

中国土壤技术现状

`17年以后的发展趋势

`11~`16技术现状

• 固化/稳定化、填埋的简单处理为主

• 中国发改委通过土壤技术发展指导通
知，要求从简单处理发展为土壤淋洗、
热脱附、强化气相抽提、氧化还原处
理、电动力学修复、生物修复、地下
水处理/多相抽提等多样技术修复

• 现在正在实施氧化还原法、热脱附、
SVE的技术可行性，原位修复热脱附
技术正在研发中

• 同时，高温热脱附、常温热脱附、电
动力学修复、土壤淋洗、化学淋洗等
正在研发中

技术现状
Soi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中国土壤产业现状

发改委：申报环保领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2
016.2.6)
（三）提升土壤环境污染防治能力
2、污染场地安全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针对我国石油、化工、冶炼、矿山等污染场地对人
居环境和生态安全影响日益突出的问题，建设污染
场地修复技术创新平台，支撑开展污染场地及地下
水污染调查与风险评估、强化气相抽提（SVE）、
热脱附、等离子体修复、化学淋洗、氧化/还原处
理、重金属固化稳定化、重金属电动分离、生物修
复、地下水空气注入/多相抽提/渗透反应墙、采样
测试、污染监控等技术、工艺、材料、设备的研发
和工程化，提升我国污染场地修复技术装备水平。
申请单位需具有开展典型行业（工业园区）污染场
地修复整体解决方案、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与工程
化试验能力。

资料:中国土壤修复技术与市场发展研究
报告, 2016,中国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土壤技术的发展趋势

固化/稳定化、填埋

氧化/还原法、热脱附、SVE 

高温热脱附、常温热脱附、

电加热热脱附、电动力学、

土壤淋洗、化学淋洗、

生物修复、微生物修复、

焚烧、MPE、渗透反应墙

资料:《土壤修复行业2017年度发展
报告》 之土壤修复企业格局。69家土
壤修复企业常用技术和2017年中标项
目,2017,中国环联

(`17年以后)

现今关于土壤污染修复技术方面，对污染物质选
择性分离技术的应用还不是很广泛，我司的土壤
淋洗技术就是运用这一原理，先将高浓度的污染
土壤进行淋洗，再对剩余的很难将污染物质分离
出来的污染土壤进行稳定化处理。这样联合修复
方法将降低成本，提高修复工程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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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企业名 内容

中国企业

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CECEP DADI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Co., Ltd.

•最大国有环境企业-中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土壤部门分公司
•中国环保部指定‘国家环境保护工业污染基地与地下水修复工
程技术中心’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BCEG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Co., Ltd.

•拥有最优秀土壤净化业绩的北京市所属地方企业
•与七个省政府合作创办分公司，与美国FMC合作创立法人公司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GeoEnviro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Inc. •拥有最优秀土壤净化业绩的民间企业

中外合资

北京环保与化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Enviro-chem Industry and commerce Co., Ltd •美国 FMC corporation + 中国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蘇州同和資源総合利用有限公司
DOWA SND

•日本 DOWA EcoSystem +中国苏州同和资源总合利用有限公司
+ 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青岛新天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Qingdao New World Remediation •韩国SK能源+中国新天地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外国企业

威立雅环境集团
Veolia Environment •国威立雅当地法人

EOS Remediation LLC •美国环境工程技术咨询公司EOS Remediation LLC当地法人

伊世特中国有限公司
ESD China •美国水处理专门企业ESD当地法人

企业现状
Soil Remediation Enterprise in China

企业现状

中国土壤产业现状

主要企业现状

• 中国土壤市场污染现状的保护对象
ü 封闭的特性

ü 显示来看中外合资企业及外国企
业参与难度大

• 中国土壤企业中展现优秀业绩的10
多个企业

ü 最具潜力的为中节能大地环境修
复有限公司,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三家

ü 拥有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机关联
结的优势

• 最近国务院公布的‘土壤污染防止
行动计划(2016.5)’中显示，今后国有

企业及政府将提供资金建立示范性
及扩大PPP（民管合作产业）产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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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论证和企业价值

主要客户

主要竞争对手

商业构成

技术战略

商业战略

SWOT分析

01
02
03
04
05
06
07

03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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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论证

技术论证和企业价值
Technical Verification 
& Company Valuation

经评估，在持续经营前提下，韩国JIU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价值 20,616.19万元。

考虑到韩国JIU公司可单独作为获利主体进行评估，

同时结合本次评估的目的，收益法考虑了不在账面

上体现的各项优势资源协同作用所创造的价值。

韩国JIU公司具有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韩国

JIU公司是专业从事土壤污染处理及技术的公司。

• JIU公司为了在中国设立合资法人，
现在在中国政府注册的企业价值评价
机构中接受评价

评估结论

JIU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JIU株式会社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的

“JIU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装备论证会”专家组对J

IU株式会社的技术报告并通过专家们的质询和讨论，

一致认为JIU株式会社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装备

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适合中国土壤污染工程

特点和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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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
Customer

主要客户

招标商

商业模式

土壤修复企业

• 土壤修复企业是即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
伙伴

• 土壤修复企业可以是现有的土壤修复领
先企业、央企、尚未进入土壤修复行业
的上市公司及其他企业等

• 可以编制符合上述不同企业特征的合作
方案

• 为获得合资公司的初期项目业绩，需要
和上述企业中有多项业绩也排位靠前的
企业以及中央企业构建合作

• 因此需要确保合资公司拥有修复设备及
开发项目的能力

区 分 部 门 单 位

招标商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谁污染谁治理)

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林部

省政府、市政府、省/市环保厅

8大污染引发企业（名单注册企业）

地区加油站、产业园区，其他污染诱发区

土壤修复企业

现有的土壤修复领先企业

央企

尚未进入土壤修复行业的上市公司

其他企业等（环保、地产……）

北京建工、高能时代、中科鼎实、

广西博世科、永清环保

中节能大地、招商局生态

有意土壤市场企业

和地方政府有紧密关系的企业

• 招标商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
家重点监控企业、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

• 特别是针对土十条中6大先行示范项目和
地方政府污染修复优先顺位的信息及进
入污染企业名单的企业为中心，通过获
得省市环保厅的信息提前进行客户管理
及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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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竞争对手
Competitor

土壤修复相关企业增长趋势

• 2014-2017年的土壤修复相关企业的资金

呈逐年增长趋势

• 截止2017年5月拥有土壤相关业务的企业

达到2600多家

土壤修复相关企业增长趋势

土壤修复领域中领先企业数量

• 土壤修复领域中调查评估领先企业为37

家，修复方案设计企业为25家。

• 这些领先的企业都是我们在拓展土壤修

复市场时潜在的竞争对手

部分

调查评估
37

其中部分为
综合性企业

修复工程
实施 17

修复项目
监理 13

分析
检测 7

修复
验收4

修复方案
设计 25

部分

部分

出处：≪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从业单位推荐名录≫

出处：公开网络及中国环联研究院

土壤修复领域领先企业数量

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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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亿元） 持有技术 主攻区域 主要项目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0.96 热脱附、常温解吸、气相抽提、化学淋洗、
植物修复、化学氧化

北京、江苏、湖北、
广西等

大型项目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62 热脱附、化学氧化、气相抽提、多相抽提、
固化/稳定化

长三角、湖南、湖北、
吉林等

大型~中小型项目

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1.33 热力学修复、气相抽提 浙江等 中小型项目

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0.60 热脱附 北京，上海等 重大项目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6.48 热力学修复、原位化学修复 西北部 重金属污染治理市场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6 化学淋洗、热解吸、固化修复、联合修复 西南部 整体

主要竞争对手

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 广西博世科、湖南永清、中节能大地、中科鼎实、高能时代、北京建工等企业在土壤修复市场占比大，为主要竞争对手

• 其持有的修复技术主要集中在土壤淋洗、热脱附、固化/稳定化、强化气相抽提、土耕法（生物修复），而此5大修复技术正是JIU的核心技术，JIU同时
还拥有相应的修复设备，这将在土壤

• 通过中小型项目着手，蓄积实力，逐步扩大市场

1.上述企业即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

（2017年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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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竞争对手

69家土壤修复企业常用技术

序号 企业名称 核心技术

1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化学淋洗、热解析、固化修复、联合修复

2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热力学修复、原位化学修复

3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固化修复

4 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热力学修复、气相抽提

5 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热解吸

6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气象抽提、固化/稳定化

7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
司

热力学修复、热解吸、常温解吸、气象抽提、化学
淋洗、植物修复、化学氧化、生物化学还原

8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固化/稳定化、含铬污染物酸溶湿法解毒

9 上田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 微生物修复、电动力学修复、气象抽提、化学氧化

10 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水泥窑焚烧处置、热力学修复

11 云南银发绿色环保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固化/稳定化

12 亿利沙漠生态修复股份有限公
司 湿法解毒、生物化学还原

13 山西民基生态环境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热解吸、热力学修复、化学氧化

14 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植物修复

15 深圳市中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化学淋洗、热力学修复、固化/稳定化、微生物修复

16 河南欣安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植物修复

17 杭州大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气相抽提、热力学修复、化学淋洗、固化/稳定化

18 宝钢发展上海宝发环科技术有
限公司 植物修复、生物堆肥

19 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窑焚烧、常温解析、高温热解析、植物修复

20 湖南泰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微生物修复

21 武汉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固化/稳定化、常温解析、化学氧化、隔离阻断

22 河北煜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固化/稳定化、热力学修复

23 上海傲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微生物修复、石油烃解析、生物修复、固化/稳定化、
热脱附

序号 企业名称 核心技术
24 盛世环保有限公司 分子键合

25 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微纳米气泡技术、固化/稳定化

26 上海立昌环境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固化/稳定化、化学氧化/还原、热脱附、气相抽提、植物修
复、化学淋洗、工业炉窑协同处理、阻隔填埋、可渗透反应
墙

27 北京圣海林生态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植物修复

28 安徽合矿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植物修复

29 上海净域土壤修复工程有
限公司 微生物-植物联合修复

30 广州日之建土壤修复科技
有限公司 KJT系统（日本专有）

31 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
限公司 原位生物固化、异位稳定化固化、原地异位气相抽提

32 江苏测润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原位固化/稳定化、气相抽提、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化学
氧化、原位化学淋洗

33 北京本农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微生物修复

34 北京科林索尔环境修复有
限责任公司 常温解析、原位固化/稳定化、热脱附

35 上海圣珑环境修复有限公
司

矿物稳定化法、土壤淋洗法、封包固化法、反渗透墙法、集
约法、化学氧化法、气相抽提法、生物降解法

36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固化/稳定化修复、原位化学氧化/还原

37 上海惠果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生态修复、固化/稳定化

38 南通国盛环境修复有限责
任公司

热解析、化学氧化/还原技术、固化/稳定化、气相抽提、PR
B反应墙、原位地球化学稳定化

39 宝航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应用水平井技术进行原位化学还原、化学氧化、美国进口高
级喷涂型隔气膜隔离联合地基被动式集排气系统的联合修复
工艺

40 厦门三维丝环境修复有限
公司 微生物和植物修复、超微细菌-生物炭联合修复

41 安徽国祯环境修复股份有
限公司

加压高级氧化技术、高速异位土壤淋洗、化学氧化/还原技
术、常温/高温热解析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气相/多项抽
提技术、可渗透性反应墙技术、生物修复技术

42 上海久澄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常温解析、气相抽提、土壤淋洗、化学氧化、生物化学还原、
强化微生物修复、固化/稳定化、热解析、植物修复技术

43 上海松沅环境修复技术有
限公司

气相抽提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原位化学氧化、异位生
物堆技术

44 河北大美环境修复科技有
限公司 气相抽提、固化/稳定化、化学氧化/还原、热解析

45 广州华浩能源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有机污染的土壤热解吸技术、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固化、稳定
化技术、油污土壤修复的生物技术

46 北京宜为凯姆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化学氧化、化学还原/厌氧生物修复、重金属固定化/稳定化、
好氧生物修复、

序号 企业名称 核心技术

47 湖南新容生态环境修复有限
公司

加压高级氧化技术、酸性土壤调理技术、高速异位土壤
淋洗技术、化学氧化/还原技术、常温/高温热解析技术、
固化/稳定化技术、气相/多相抽提技术、可渗透性反应墙、
生物修复技术

48 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原地异位高级氧化和水泥窑协同处置

49 湖南博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化学钝化（添加钝化药剂修复）

50 广州润土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生物降解修复、固化稳定化修复、土壤淋洗、气相抽提、生物通风

51 小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微生物修复、热解析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植物修复

52 江西夏氏春秋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特异高效菌株/超富集植物联合
修复的诱导筛选技术）、稳定化修复

53 北京晓清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固化/稳定技术、土壤淋洗修复

54 北京嘉悦环境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

有机污染土壤热解吸、土壤调理剂、固体废弃物热解气
化技术

55 深圳市复美环境有限公司 原位化学氧化、原为化学还原/厌氧生物修复、好养生物
修复、固定化/氧化技术

56 中科嘉亿生态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土壤调理剂改良修复技术

57 中环（重庆）环保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热脱附、化学提取、固化稳定、生物降解

58 重庆利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稳定化安全填埋、生物降解

59 重庆德润新邦环境修复有限
公司 热脱附、物理分离、热解析、生物通风

60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温解析技术、原位化学氧化修复、固化/稳定化修复

61 新地环境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

化学氧化还原技术、土壤重金属固化稳定技术、原位生
物修复技术、土壤淋洗、原位多相热处理或热脱附、气
相抽提、土壤及地下水多相抽提、生物通风、空气注入、
植物修复、渗透反应墙

62 中资国宜（北京）环境修复
技术有限公司

固定化/稳定化修复、热分解修复、微生物修复、化学氧
化/还原、气相抽提、渗透反应墙

63 山东颖慧园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固化/稳定化技术、微生物修复、化学淋洗、热脱附、化
学氧化

64 山东金星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化学氧化、原位生物通风、植物修复、气相抽提

65 安徽皓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土地填埋法、化学淋洗、堆肥、植物修复、渗透反应墙、生物修复

66 北京轩昂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热解析技术、固定化/稳定化、化学氧化/还原、气相抽提、
常温解析、移动式热脱附

67 江苏富邦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微生物修复、生物化学还原、化学淋洗、化学氧化还原、固化/稳定化、蒸汽浸提修复

68 成都德菲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化学淋洗、还原稳定、异位稳定

69 江苏测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原位固化稳定化、原位化学淋洗、气相抽提、化学氧化、生物修复、植物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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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结构
Business Structure

商业结构

• 合资公司是实施项目的主体

• 为了合资公司的初期运作费用最少化，
首先只成立营业团队，项目投标时中
国公司和JIU在各自领域发挥优势来进
行项目实施

• 可初期业绩不足时树立两个战略
ü 中小型项目：单独实施
ü 中大型项目：土壤项目业绩前位的

企业构建合作（需要提供设备、开
发项目）

商业结构

Proj. A Proj. B … Proj. n 本土化/研发

合作研发
(技术本土化)

参与工作/财政.PPP
(技术提供)

国家级研究机构
省市级研究机构

省市环保厅
省市设计研究院

现有的土壤修复领先企业
央企

尚未进入土壤修复行业的上市公司
其他企业等（环保、地产……）

地方政府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

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谁污染谁治理）

提供技术

Profit

中国的公司
+JIU JV

JIU公司
投资者(境内境外)

Equity 
Investment

Project Financing

Project
Financing(PPP)

Profit
分公司+地方公司 JV

Profit 中国的公司

JIU公司 PMC：Project Manageme
nt Consultancy
技术支援（工程设计、设
备运作、施工运营）

项目管理
制造设备及施工运营

项目开发及技术营销

合资公司成立前提供技术服务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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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战略
Technology Strategy

技术本土化及独创化

政府机关
(政策)

研究机关
(技术)

主要企业
(产业)

独创化的
本土技术 >> 核心技术

构建进口壁垒
技术推进战略设定

• 为了实现技术本土化，现正与中国有
关部门协商技术开发与共同参与项目，
以此来深化技术差别性与技术本土化，
构建进口壁垒

• 通过拥有适用大多数污染土壤的5大技
术及相关设备，来应对市场的设备需
求，确保获得项目中标

• 确保技术、设备战略
ü 热脱附、土壤淋洗：

灵活运用国家连续发放的资金
ü 土耕法、强化气相抽提、稳定化：

强化气相抽提-确保设备
土耕法、稳定化：无需设备

参与工信部志愿项目

土壤淋洗 热脱附

土耕法 SVE 稳定化

主要5大技术本土化战略

Pilot

即刻技术本土化

Scale-up

• 通过中外合作法人，
参与中国国家技术
支援项目

技术本土化
完成

设备基盘
项目订单

扩大

主要5大技术本土化战略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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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亍发布土壤污染防治先进技术装备目录的公告(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联合组织编制)

≪土壤污染防治先行技术装备目录≫（2017年 第2号）

• 为落实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鼓励土壤污染防治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应用

• 中国的土壤修复已从传统简易的固化稳定化修复技术向去除污染物质的修复技术方向发展

序号 先进技术装备目录 序号 先进技术装备目录

1 异位间接热脱附技术装备 9 水田土壤镉生物有效态钝化/稳定化技术

2 异位直接热脱附技术装备 10 砷污染土壤蜈蚣草修复技术

3 原位气相抽提修复技术 11 土壤与修复药剂自动混合一体化设备

4 多相抽提修复技术 12 车载式原位注入装备

5 类芬顿氧化法污染土壤修复技术 13 污染土壤及地下水高压旋喷注入装备

6 污染土壤异位淋洗修复技术 14 污染地块直接推进式钻探与采样系统

7 基于天然矿物混合材料的重金属污染场地稳定化技术 15 土壤砷（形态）、锑、汞液相-原子荧光（LC-AFS）分析仪

8 基亍生物质灰复合材料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钝化/稳定化技术

• 推荐符合中国土壤污染现状的联合修复技术：土壤淋洗+稳定化处理

先运用土壤淋洗技术将污染土壤的高污染浓度降低，再运用稳定化技术进行稳定化处理，使稳定化效果更显著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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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战略
Business Strategy

项目开发

PPP项目开发(GP联结)

GP联结

确保境内境外的
低利息资金

顾客
Retention

强化

根据客户需求提供适当的技术
合作项目服务

PPP
产业开发 >>

项目开发

• 为了解决合资公司初期项目业绩不足
的问题，合力确保设备，以项目开发
的能力为基础选择主要的合作对象，
进行集中管理

污染调查机构 >>
修复企业

中央政法
地方政府
项目信息

主要合作机构的选择

目标项目开发

PPP项目开发

• 利用境内/境外的低利息资金，积极推
进进入大型项目的机会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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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
SWOT Analysis

SO战略

STRENGTH
优势

WEEKNESS
劣势

OPPORTUNITY
机遇

THREAT
挑战

• 对污染调查、解析、设计、修复工程的

整体工程有较高的技术能力

• 以设备为产业模式来扩大机会

• 中国公司（00）累积的产业能力

• 与上游土壤修复企业对比，规模劣势

• 作为新晋合资公司，资质不足

• 在拥有大量业绩之前，与业绩上游的公

司组合等，取得代表性地位相对困难

• 合资公司的人员经验不足

• 土壤产业的高市场性(20万亿元)

• 高技术能力需求扩大

• 拥有设备后可参与投标的项目范围扩大

• PPP需求扩大

• 政府资金不足

• 拥有设备法上游土壤修复企业，引进海

外技术的企业等进攻式应对市场

• 强化技术能力、拥有设备，韩国、中
东IB联结，确保获得低利息资金等来
应对市场需求

ST战略

• 通过阶段性技术开发流程图，积极的
培养可以应对市场需求的技术能力

WO战略

• 以上游土壤修复企业的设备为基础，
通过合作实现进入市场并制作持续增
长方案

WT战略

• 拥有技术并强化技术性、差异性，
通过持续参与国家R&D来研发新技术

SWOT分析
在中国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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