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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原名宁波理工监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股票代码：002322），2016 年更

名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理工环科。公司注册资本 39,803.43 万

元人民币，现有员工 1500 余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 30%以上，并在北京、西安、杭州、

江西等地设有 23 家分子公司。 

    公司是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国家

电网变电设备在线监测标准起草单位、架空输电线路状态检修相关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地表水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系统标准制定者。公司拥有行业齐全的运营资质，包括环境污

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与电子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公司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理工环境技术院士工作站、宁波理工

监测与诊断技术省级企业研究院，远程监控中心、水质监测实验室、高压实验室、电磁

兼容实验室等一系列科研试验环境，并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布鲁克拜尔可持续发展系

统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在环保领域开展多项前瞻性的研究工作。

十五多年来，公司已承担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

目、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等国家项目及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等 50 余项，获得授



权专利 93 项及软件著作权 187 项。 

    公司主要产品有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变压器油中溶解气

体在线监测系统、智能变电站在线监测系统、双通道图像监控装置、电力工程造价工具

软件等。公司可承揽场地污染综合治理、农田土壤修复综合治理、矿山废渣尾砂综合治

理、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治理等各类环保项目，为客户提供场地调

查、技术咨询、方案设计、工程施工、系统运行、后期维护等环境修复服务。 

    秉承着“以科技改变环境，让天更蓝，水更清，家园更美”的愿景，公司主营业务

横跨环保和能源两个领域，围绕环保和能源的数据获取、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数

据处理、及以预警、决策和治理(土壤修复、重金属治理、水处理、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大气治理等)为目标的数据应用等三大业务板块，并结合地面监测站和遥感技术构建

“天地一体化”的环保天网。公司已转型成为涵盖环境监测与治理全产业链的智慧环保

综合服务商。 

（二）公司实力 

1、技术实力 

★ 公司拥有 600 人的技术团队。 

★ 团队主要成员从事在线监测技术开发应用已长达 15 年，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 自动监测技术、嵌入式系统软硬件开发技术、各种平台开发技术、在线仪器设计与

开发、环保设施智能运维监管系统开发等。 

★ 公司现已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

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所共同培养了 9 位博士后。 

★ 公司现已与国内外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理工

大学等多所院校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 公司与接受过习主席接见的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John Charles 

Crittenden 团队联合共建“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与美国佐

治亚理工学院布鲁克拜尔可持续发展系统研究院合作研究环保新技术开发、新技术应

用、产业化等。 

★ 公司特有的远程监控中心，可针对客户的需求采用现场监测设备托管的模式运行，

为用户提供长期的远程监测与诊断服务；公司拥有水质监测实验室，配备有国外引进的

检测仪器设备，拥有专业的检测队伍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公司拥有高压实验室，可

研究不同高压故障模拟条件下，对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的影响，研究故障案例，为在线监

测设备能准确识别高压设备故障提供依据；公司拥有电磁兼容实验室，全套进口检测设

备，包括德国特测 GTME 小室抗扰度试验系统和瑞士夏弗纳静电、浪涌、群脉冲、电压

跌落试验设备。 

2、项目实施能力 

★ 公司拥有 200 余人经验丰富的项目实施团队。 

★ 公司自备大型运输车辆及专用吊车，承建了国内 40%以上的水质监测站的建设任务。



3、生产能力 

★ 公司拥有装备先进、完整的生产线；站房整体厂内组装测试，减少现场工作量；现

场施工一体化吊装。 

★ 公司能够实现标准化生产，流水化作业，一体化吊装，生产人员充足、经营丰富，

配置完备的施工器械。 

★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制造及检验设备，包括故障模拟平台、步入式高低温实验室、

贴片流水线、组装生产线、数控加工中心等、Amada 激光切割机。  

4、运维服务能力 

★ 拥有百余台运维车辆和其它专业的运维工具。 

★ 运维工程师达 300 余人，承担了全国 40%以上水站的运维任务。 

★ 公司建有基于大数据的智能运维监管平台，实现快速响应、精准运维。 

★ 公司运维实现设备异常状态识别智能化、运维目标考核定量化、运维过程管理信息

化、设备故障诊断远程化、运维作业流程标准化、运维任务调度自动化。 

★ 公司数据管理平台移动终端包含移动 APP 和微信公众号，APP 平台采用以数据浏览为

主的 APP 应用，Web APP 技术框架能够很好的支持浏览为主的 APP 应用开发。采用微信

公共号向业主和公众及时推送各断面实时监测数据和历史统计数据。 

5、财务支撑 

★ 公司资产负债率仅为 10%左右，融资能力较强，发展空间较大。 

★ 公司现金流稳健，流动性好，偿债能力强劲，经营和盈利质量较高。 

 

二、公司经营业绩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4,185.3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2.49%；利润总额

30,915.63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11.79 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3.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62.7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6.78%｡ 

公司自转型环保以来，环保业务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增速喜人，新模式遍地

开花，“浙江模式”首创以来，得到高度认可，模式迅速复制；新产品后劲有力，AQM 质

控仪、环保大数据平台、配网 APP、图形产品线、量算软件等开花结果；在研产品厚积

薄发，故障诊断、GIS 数据展现、TOC、TOX 监测、重金属监测、VOCs 连续监测、水污染

处理、电力行业 BIM 技术等项目研发如火如荼。 

公司转型环保以来，电力业务稳健发展，支撑起公司稳健发展的基石。环保业务持

续稳定增长、比重不断上升，打开了公司持续增长的空间。环保和能源两块业务你追我

赶、齐头并进。 

（二）水质监测站业绩 



2016 年，公司首创“政府采购环境监测数据模式”，该模式凭借“四省一快”（省钱、

省事、省心、省力、快速）的独特优势，相继在台州、绍兴、河南、江西、山东、江苏、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中标。2 年时间，站点数量接近翻番，充分展示了公司进军环保的

决心和实力。该模式推行以来，得到全国人大环资委、环保部、省人大及各地市领导的

高度肯定与认可，并引起同行业的热切关注。尤其是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项目中标更是彰

显了公司的综合实力，为公司在后续 338 个地级市的水质监测项目中脱颖而出垫定扎实

基础。 

三、重要子公司情况 

（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SYSTEK）（以下简称“北京尚洋”）成立于 2002

年 9 月，注册资本 1 亿 6 千万元。公司是以环保高新技术产品开发、销售、转让、咨询、

培训、环保信息系统集成、环境工程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国家重点“双软”企业，

专门从事环保领域（数字信息相关）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优化解决方案以及提供环

境监控所需的先进设备、售后服务、产品升级及维护等。核心业务包括：水质自动在线

监测系统、环境质量管理信息系统、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大气监测、环境监测分析仪

器销售等。 

北京尚洋凭着雄厚的技术实力与一批对事业执著追求的专业人才，紧跟国际先进技

术，保持与国际上最优秀的企业保持密切的技术合作，目前已经是中国地表水监测领域

领先的系统集成商和运营商，并力争做中国最优秀的“数字环保专家” 和“水源安全

专家”。 公司经过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在地表水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系统业务上，已经

成为本行业的标准制定专家。 

2、经营情况 

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日益扩大，环境监测任务快速增加，环境管理要求不断提高，政

府职能不断转变，为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理顺环境保护机制，引入第三方监测

机构使得监测服务社会化成为了必然的要求。2015 年 2 月环保部发布《关于推进环境监

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环境监测，促进环境监测服

务社会化良性发展。 

2016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尚洋首创“政府采购环境监测数据模式”（以下简称

“浙江模式”），用数据说话，也就是 “用数据识别环境，用数据追究责任，用数据指

导治理，用数据进行监督，用数据检验效果”。采用浙江模式，可以积极引导民营资本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环境保护社会化、环境监测自动化、环境监管信息化、责任考



核数据化、环境治理决策精准化。 

应用浙江模式可以快速、低成本建成生态环境监测网，实现“环境监测、预警、监

督、考核、执法”五位一体的闭环式环境监管新模式，实现信息跨平台互联互通，数据

公开共享，打通监测与监控、监测与监督、监测与管理、监测与治理、监测与执法五大

通道，真正发挥环境监测数据的应用价值。 

“浙江模式”的推广为公司水质监测领域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该模式具有“四

省一块”（省钱、省事、省心、省力、快速）的独特优势，“浙江模式”相继在台州、绍

兴、河南新乡、江西、山东、江苏江阴的中标表明了公司对于新模式的推广力度和决心，

彰显了公司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实力。 

快速：微型站房“标准化生产、流水化作业、一体化吊装、一站式服务”，

仪器设备采用厂内统一安装调试、整体运输、现场一体化吊装，建设速

度快。 

省力：政府部门无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明确了责任,降低了管理难度  

省心：双方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项目方为了取得报酬，有不断完善

系统各项功能及升级改造的动力，分散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各种风险。  

省事：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由企业投资并提供设计、集成、安装、运

行及运维一站式服务 

省钱：客户应用浙江模式比设备采购加运维的“常规模式”能够节省高

达 50%以上的项目成本，基于站点数量的迅速增加，可以达到共赢的效果。 

自 2016 年 3 月台州项目开创政府采购环境监测数据模式以来，该模式得到全国人

大环资委、环保部、省人大及各地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与认可，并引起同行业的热切关注，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环保厅、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嘉

兴市环保局、合肥市环保局、乐山市环保局等均到项目现场考察、学习，并对项目建设

的模式、速度和质量高度评价。  

“浙江模式”不仅在浙江得到普遍应用，而且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开花结果。同时，

该模式不仅广泛应用于水质监测领域，而且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领域也得到逐步推广应

用。 

图表 1：“浙江模式”标志性项目 

序

号 
日期 地址 项目名称 

站点

数量

合同金额 意义 

1 
2016年 03

月  

浙江省

台州市  

台州市“五水共治”交接断面水质

自动监测数据采购项目  
100 10052.00 万元  

首创政府采购环

境监测数据模式

2 
2016年 08

月  

浙江绍

兴市  

绍兴市环境监测中心地表水水环

境质量自动监测数据采购项目  
22 2400.64 万元  

新模式绍兴试点，

为 G20 保驾护航

3 
2016年 10

月  

河南新

乡市  

河南省新乡市环境保护局5个水质

自动监测站建运一体化购买服务
5 954.56 万元  

新模式首个省外

项目 

四省
一快

快速

省力

省心省钱

省事



项目  

4 

2016年 12

月  

浙江杭

州市  
淳安县农村污水处理站水质监测

数据服务  
6 248.514 万元  

新模式在农村污

水处理站的首个

应用 

5 
2017年 01

月  

浙江绍

兴市  

绍兴市环境保护局地表水自动监

测站点建设及运维项目  
96 10542.72 万元  

新模式第二个大

项目 

6 
2017年 09

月  

河南商

丘市  

河南省商丘市环境保护局 16 个水

质自动监测站建运一体化服务项

目  

16 2550.00 万元  

新模式在省外拓

展 

7 
2017年 10

月  

浙江绍

兴市  

绍兴长诏水库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数据采购项目 
2 271.00 万元 

新模式在水库的

首个应用 

8 
2017年 10

月  

江苏江

阴市  

江阴市水质考核断面自动监测采

购数据服务及数据第三方质控服

务采购项目  

65 7737.60 万元  

新模式第三个大

项目 

9 
2017年 11

月  

山东菏

泽市  

山东省菏泽市地表水水环境质量

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采购项目  
11 1858.00 万元  

新模式在省外拓

展 

10 
2017年 11

月  

四川成

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环境保护局

“河长制”管理的全区各镇（街道）

水质断面在线监测服务采购项目 

13 776.10 万元  

新模式在省外拓

展， 

11 
2017年 11

月  

浙江舟

山市  

舟山市水质自动监测数据采购项

目  
15 1881.60 万元  

 

12 
2017年 12

月  

浙江杭

州市  

杭州市加密水质自动监测系统数

据购买服务项目（标项二）  
21 2880.00 万元  

 

13 2018 年 国家站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地表水自

动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项目

包一和包四 

170 17139.80 万元 

国家站中标 

环境空气项目  

1 
2017 年

04 月  

浙江台州

市  

玉环县环境监测站城镇环境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点位建设  
3  334.60 万元  

新模式首

次在空气

站应用 

2 
2017 年

06 月  

浙江台州

市  

玉环市城镇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点位建设（二期）  
9  1032.00 万元   

3 
2017 年

11 月  

浙江杭州

市 

杭州市乡镇街道空气自动站、余

杭富阳 44 个乡镇街道空气自动

站数据购买服务项目 

44 4520.00 万元 

新模式在

空气站的

应用拓展

    上述项目的中标都彰显了公司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实力。公司将抓住“十三五规划”

对环保的重视投入及浙江省推进“五水共治”的契机，保持公司在地表水监测的领先优

势的同时加大大气监测、饮用水监测、湖泊监测、近海监测的开拓力度，进行污染源监

测的渗透。 

 

（二）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BOOWAY）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注册资本 2606 万元。公

司是国内领先的“电力工程造价”和“电力信息化系统”领导厂商，致力于将先进的信

息技术与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相结合，为电力系统内外客户提供电力工程建设全生命周

期的专业化、一体化信息服务，以“电力信息化服务产业的领航者”为企业愿景。  

    公司是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五部委联合认定

的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秉承“博为广大志在专业，

微为细致意在用心”的企业精神，在电力工程造价类应用软件的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

一。为电力行业内超过 2 万家单位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2015 年 12 月，博微公司组建环保信息化事业部，进行环境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重

点在智慧环保、环境大数据应用方面继续投入，将在智慧环境决策系统、环境数据智慧

预警预报分析做出新的更服务于社会的环境信息化产品。 

    2、经营情况 

电力改革、信息化在电力行业的深入应用为公司电力信息化业务发展带来支撑和空

间、机遇与发展。 

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进行，核电、光伏新能源、特高压、配电网投资持续增加将带来

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电网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在保障能源安全、促

进节能减排、拉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而电力信息化工作支撑

着电网建设与创新发展。国家电网以信息化推进管理现代化，以运营监测促进管理精益

化，实现全面建成信息化企业的总体目标为公司电力信息化业务发展带来支撑和空间。

随着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深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推动完善科学电价机制、建设统

一电力市场。此外，因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加速兴起，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电

力企业大力推动电网业务深化转型，“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一批创新技术的深入应用催生出智慧车联网、智能微网、大规模储能、综合能源服

务、光伏云网、能源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电力信息化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探索大数据、云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创新技术在电力行业的应用

落地性，找到切实的业务需求点，与电力企业客户共享产业升级红利，为公司电力信息

化业务发展带来机遇与发展。 

传统产品电力工程造价工具软件市占率持续保持遥遥领先；新产品配网 APP、图形

产品线、电力工程量算软件增速喜人。 

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力工程信息化领域，形成了覆盖电力工程生命周

期的造价工具系列软件，其电力工程造价工具软件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市场第



一，拥有一定的定价话语权，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定，盈利质量较高，且逐年稳定增长。

公司将持续加大在电力行业工程信息化建设领域的研发投入，与电力企业用户携手，加

快推动行业信息化建设进程，实现“电力信息化服务产业的领航者”的企业发展愿景。

同时积极推广定制化软件开发配网 APP 等，开展软件即服务模式，开发图形产品线和电

力工程量算软件等新产品。 

博微新技术自设立以来，紧扣电力工程项目信息化市场需求，专注于电力工程造价

领域，对电力工程从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到工程招/投标、项目施工、结

算、运营维护等不同阶段和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将用户需求转化为产品功能，形成

了包括造价、清单、配电网、技改检修四大套价系列工具软件，以及工程设计软件、基

于 CAD 的工程量计算软件，基本覆盖电力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以其实用性强、操作简

便、成熟稳定等特点，显著提高了用户在电力工程设计、概预算、清单及招/投标文件

编制、技术经济评价等方面的工作效率。 

图表 2：博微产品概览 

随着电力行业客户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博微新技术依托领先的信息化技术，采用标

准化、模块化的产品开发思路，对产品开发模式进行持续优化。博微新技术利用多年软

件推广和普及经验，整合各类型企业及各业务领域全过程业务管理信息化需求，通过成

熟的软件产品、先进的信息化系统项目，实现电力工程的计量、计价、招/投标文件、

工程结算的高效编制与审核，有效辅助工程评审、物资管理、财务效率提升、造价数据

积累与分析工作，为客户提高电力工程各个阶段造价工作效率提供一体化、专业化的解

决方案及相关技术服务。 

博微新技术凭借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专业化的销售团队、细致周到的售后服务，

将公司软件产品和软件开发服务推介到全国各地，获得了客户和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目前，博微新技术与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两大辅业集团及其下属各级发电企

业、电网建设管理、设计、施工、咨询单位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电力工程造价工具

软件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市场领先。 



持续保持研发投入，为长远发展源源不断输入新鲜血液。 

博微公司在巩固现有业务的同时，开展 GIS 产业投资分析、环保信息化行业研究分

析、数字化运维解决方案研究、电力检修运营业务研究分析、基于电力体制改革下的电

力营销业务与电力交易业务研究、开展能源互联网与“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研究分析，

电力行业 BIM 技术研究等工作。务求明确新的发展方向，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环保信息化业务扎实落地，静待其花香满溢、鲜果萦绕。 

    从长期来看，博微公司将致力于环保大数据平台的建立，2015 年 12 月，博微公司

正式组建环保信息化事业部。在环保领域还没有像博微一样的专业软件提供商，市场空

间较大。博微凭借在软件、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积累，和母公司理工环科、以及北京

尚洋合作进行环境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重点在智慧环保、环境大数据应用方面继续投入，

将在智慧环境决策系统、环境数据智慧预警预报分析做出新的更服务于社会的环境信息

化产品。 

随着环保产业扶持力度持续加大，引入现代信息技术，促进环境监测、环境治理向

智慧环保迈进成了必然趋势，以提供智慧地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智慧环保将加速发展，政

府迫切需要有效减排的综合解决方案，咨询、监测、监管、减排、达标规划为一体的整

体方案将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传统的环境监测企业主要从事设备销售业务，而在未来监测企业需要与软件商、IT

企业展开合作，不断提升企业研发能力，由单纯的“硬件”设备销售向“软件”与“硬

件”协同销售方向发展，强化数据挖掘。数据系统服务方面的能力。公司作为政府釆购

环境监测数据模式首创者、环境网格建设的先行兵、环境信息化建设的疾行者，将凭借

扎实的数据基础，同时凭借博微公司强劲的信息化能力进行数据处理，打通数据到监控、

数据到管理、数据到监督、数据到治理、数据到执法五大通道，实现数据应用，成为环

保信息化的领头羊。 

    公司积极在智慧环保、环境大数据应用方面进行投入，环境监测的数据采购模式为

公司开展环境大数据研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博微新技术强劲的信息化实力为公司开展

环境大数据研发和应用提供有力保证。目前，已有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平台、环境监测设

备管理平台投入使用。其中，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平台主要实现：数据导入、数据审核、

数据趋势分析、数据比对、数据 GIS 集中展示，以及对应的数据报表分析等。主要适用

于与环境监测相关的水质监测数据、大气监测数据，以及其他描述环境质量的监测数据，

主要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操作人员对数据的集中操作和管理。环境监测设备及运维平台主

要实现：监测站点管理、设备运维管理、运维人员管理、设备控制、监测质控管理等。

主要适用于与环境监测相关的监测各种站点和设备的维护操作及相关工作，主要是为了

便于管理运维人员对相应设备及工作任务的考评考核。 



    公司的环保信息化业务稳步推进，浙江省清新空气平台等项目开花结果，聚焦智慧

环保、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水质预警监测三个业务方向，依托大数据处理及分析技术，

建立从数据的采集、监测、预警、运维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 

（三）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座落在湖南省湘潭市九华示范区，成立于 2011 年 8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重金属治理、土壤修复、废水治理、大气脱硫脱销等环保专业承包

综合服务商，具备环保建筑施工壹级资质。公司一、二级建造师、注册造价师、各类注

册工程师占比 50%以上，中高级以上职称 40 余人。  

    公司土壤固化、稳定及 CMEC 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可承揽化工区重金属污染综

合治理、矿山废渣尾砂综合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土壤修复综合治理等各类环保治

理项目。 

    2、经营情况 

我国环境治理将以“效果化”为导向，更加注重源头控制、加强末端治理和按治理

效果付费。为保障环境治理“效果化”的实现，政策监管将严上更严：环保督察常态化、

监管频率和力度进一步增强；水、土、固废等细分领域的环保治理标准进一步提升；配

套政策更完善，提升法制、经济手段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力。随着政策趋严，进入“效

果化”时代，环境治理不断加码，行业市场空间也会稳步释放。 

其中，土壤修复作为较大气和污水治理相对落后的环保细分领域，目前处于起步成

长阶段。随着“土十条”的发布，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

法》、《2017 年国家网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要求》等法律、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的起草和

制定，我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陆续出台土壤修复相关法规政策，完善土壤修复法律体系，

为我国土壤修复行业提供更加详细的指导意见，助力土壤修复行业的有序发展，土壤修

复行业将步入成长期。 

公司在 2016 年 9 月底收购了湖南碧蓝，以土壤治理为突破口，正式进入治理领域。

根据十三五规划预计可能会较快铺开的重点省份为湖南（重金属之乡）、贵州（汞污染）、

广西（化工污染）、云南（有色金属污染）、江西赣州（稀土）、包头（稀土）等。土壤

治理企业目前都存在区域性的特点。公司并购碧蓝公司后，依托上市公司平台，走出湖

南将成为碧蓝第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事件。 

   我国的土壤修复产业尚属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土壤修复主要分为

耕地和工商业用地。现阶段碧蓝会主要投入在工业和商业用地。碧蓝有较强的拿单能力，



相继多个订单的落地表现出拿单速度在加快。碧蓝公司有自己的发明专利，技术上有一

定的优势，土壤修复技术面对大面积、多层次土壤污染修复转化效率达到 99%以上，验

收达标率 100%，土壤高效修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碧蓝公司拥有代表了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领域的最高资质和最高能力的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资质完备，项目实施

能力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碧蓝环科将紧抓时代脉搏，继续做大做强土壤治理业务，

同时积极向黑臭河整治、海绵城市建设等方向进行拓展。 

四、核心亮点 

（一）水、气、土齐飞，环保大格局打开，各业务板块你争我赶。 

核心业务水质监测增速强劲 

    优势产品“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增速强劲，近几年站点数量增长超过 30%。随着公

司中标“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项目”，公司精益的技术、稳定的运

维、高效的施工得到了权威肯定、为后续 338 个地级市跟进建设确立先发优势。 

    从 2015 年以来，国务院、生态环境部先后多次出台强有力政策，支持地表水监测

布点、强化水质监测技术。为公司地表水监测业务高速发展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持。 

    除了地表水自动监测，地下水监测、近海监测、污染源监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监

测等蕴含广阔空间。公司积极在上述领域进行技术研发和业务开拓。海洋监测南海浮标

项目示范项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入海口水质监测项目、宁夏沙湖流域水质预警能力

建设项目的地下水监测、淳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监测、临安污染源监测项目陆续开展，

公司水质监测梯队完善、覆盖全面，各版块循序渐进、稳健发展。 

拓展业务大气监测后起之秀 

     在大气监测细分领域，公司从细分市场切入。目前，重点推行乡镇空气质量监测

站，已在桐庐、淳安、仙居等地推进，效果显著，后续有望铺开。“杭州市乡镇街道空

气自动站数据购买服务项目”的中标系公司首创的政府釆购环境监测数据模式在大气监

测领域的重要应用，系公司在大气监测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发展业务土壤治理稳步前进 

   我国土壤修复空间巨大，而且我国的土壤修复产业尚属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发展

潜力亦是巨大。公司并购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步入土壤治理领域。碧

蓝公司土壤固化、稳定及 CMEC 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土壤修复技术面对大面积、多

层次土壤污染修复转化效率达到 99%以上，验收达标率 100%，土壤高效修复技术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可承揽化工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矿山废渣尾砂综合治理、农村环境综



合治理、土壤修复综合治理等各类环保治理项目。 

    碧蓝公司一、二级建造师、注册造价师、各类注册工程师占比 50%以上，中高级以

上职称 40 余人。拥有代表了环保工程专业承包领域的最高资质和最高能力的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资质完备，项目实施能力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碧蓝公司将紧

抓时代脉搏，继续做大做强土壤治理业务，同时积极向黑臭河整治、海绵城市建设等方

向进行拓展。 

（二）“浙江模式”遍地开花，业务模式不断升级优化。 

2016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尚洋首创“政府采购环境监测数据模式”（以下简称

“浙江模式”），用数据说话，也就是 “用数据识别环境，用数据追究责任，用数据指

导治理，用数据进行监督，用数据检验效果”。采用浙江模式，可以积极引导民营资本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环境保护社会化、环境监测自动化、环境监管信息化、责任考

核数据化、环境治理决策精准化。 

应用浙江模式可以快速、低成本建成生态环境监测网，实现“环境监测、预警、监

督、考核、执法”五位一体的闭环式环境监管新模式，实现信息跨平台互联互通，数据

公开共享，打通监测与监控、监测与监督、监测与管理、监测与治理、监测与执法五大

通道，真正发挥环境监测数据的应用价值，契合政策支持下的环保大趋势。 

“浙江模式”的推广为公司水质监测领域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该模式具有“四

省一块”（省钱、省事、省心、省力、快速）的独特优势，“浙江模式”相继在台州、绍

兴、河南新乡、江西、山东、江苏江阴的中标表明了公司对于新模式的推广力度和决心，

彰显了公司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实力。 

快速：微型站房“标准化生产、流水化作业、一体化吊装、一站式服务”，

仪器设备采用厂内统一安装调试、整体运输、现场一体化吊装，建设速

度快。 

省力：政府部门无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明确了责任,降低了管理难度  

省心：双方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项目方为了取得报酬，有不断完善

系统各项功能及升级改造的动力，分散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各种风险。  

省事：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由企业投资并提供设计、集成、安装、运

行及运维一站式服务 

省钱：客户应用浙江模式比设备采购加运维的“常规模式”能够节省高

达 50%以上的项目成本，基于站点数量的迅速增加，可以达到共赢的效果。 

自 2016 年 3 月台州项目开创政府采购环境监测数据模式以来，该模式得到全国人

大环资委、环保部、省人大及各地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与认可，并引起同行业的热切关注，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环保厅、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嘉

四省
一快

快速

省力

省心省钱

省事



兴市环保局、合肥市环保局、乐山市环保局等均到项目现场考察、学习，并对项目建设

的模式、速度和质量高度评价。  

“浙江模式”不仅在浙江得到普遍应用，而且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开花结果。同时，

该模式不仅广泛应用于水质监测领域，而且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领域也得到逐步推广应

用。 

近年来，公司对“浙江模式”不断升级优化，“数据服务 BOT 模式”应运而生，公

司凭借过硬的技术、强劲的资金、领先的优势，持续拓展“浙江模式”。 

（三）电力信息化为公司形成强有力的业绩支撑，电力新产品后来居上。 

公司全资子公司博微公司专注于电力工程信息化领域，形成了覆盖电力工程生命周

期的造价工具系列软件，其电力工程造价工具软件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保持市场第

一，拥有一定的定价话语权，经营活动现金流稳定，盈利质量较高，且逐年稳定增长。

为公司形成强有力的业绩支撑。 

同时博微公司持续加大在电力行业工程信息化建设领域的研发投入，积极推广定制

化软件开发配网 APP 等，开展软件即服务模式，开发图形产品线和电力工程量算软件等

新产品。新产品后来居上，业绩增速喜人。 

（四）研发工作硕果累累，在研产品蓄势待发，新项目开花结果。 

    公司自转型环保以来，环保业务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增速喜人，新模式遍地

开花，“浙江模式”首创以来，得到高度认可，模式迅速复制；新产品后劲有力、蓄势

待发。AQM 质控仪、环保大数据平台、配网 APP、图形产品线、量算软件等开花结果；

在研产品厚积薄发，故障诊断、GIS 数据展现、TOC、TOX 监测、重金属监测、VOCs 连续

监测、水污染处理、电力行业 BIM 技术等项目研发如火如荼。 

    理工环科的天性就是一个重视研发投入的公司，公司研发投入历年来卒年增长，研

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在 10%左右，研发是保持理工活力的源泉，是理工不断推

陈出新的基础。 

    2018 年，公司成功研发 DAQM500/1000 动态自动质控仪，在水质监测领域抢占了行

业制高点。该动态质控仪的应用，不仅可以提高水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而且

可以大幅提升运维的服务质量和主管部门对第三方运维的监管水平，为主管部门实现独

立的远程自动质控和远程运维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该产品一经推出，以其多功能、高

效性，精准性赢得了业内高度认可。 

    浙江省清新空气平台等项目开花结果，聚焦智慧环保、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水质



预警监测三个业务方向，依托大数据处理及分析技术，建立从数据的采集、监测、预警、

运维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在环保领域还没有像博微公司一样的专业软件提供

商，市场空间较大。博微公司凭借在软件、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积累，和母公司理工

环科、以及北京尚洋合作进行环境大数据平台的建设,重点在智慧环保、环境大数据应

用方面继续投入，将在智慧环境决策系统、环境数据智慧预警预报分析做出新的更服务

于社会的环境信息化产品。让我们静待公司的环保信息化业务花香满溢、鲜果萦绕。 

（五）低负债、高毛利、稳定的现金流，强健的财务基础支撑公司稳健发展，

为高速发展埋下伏笔。 

    公司一贯坚持稳健的发展模式，各项财务指标稳中有升。资产负债率一贯维持较低

水平。2017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仅为 10%左右，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使得公司融资能力较

强，发展空间较大，为公司项目开展、业务拓展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同时公司在现

金流的稳健性上也明显优于同行的，公司现金流的流动性好，偿债能力强劲，经营和盈

利质量较高。 

（六）总部与三个子公司协同作业、交叉互助，为理工环科稳健发展竭尽全

力。 

 

五、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公司战略发展思路：公司将紧紧围绕“环保、能源”两大发展方向，秉承着“以科

技改变环境，让天更蓝，水更清，家园更美。”的愿景，坚定的进行环保产业链拓展，

理工环科

子公司博微

子公司碧蓝

子公司尚洋

技术协同 

市场协同 

 

信息共享 

资源共用 



依托环境监测数据平台和智能运维监管平台，构建环境监测大数据，进行环境监测设备

故障诊断和GIS全方位数据展现，对环境监测站进行智能化运维管控和全寿命周期管理，

实现水质监测、大气质量监测、土壤重金属污染监测、固定污染源排放监测、环境治理

设施运行状态监测的全覆盖，打造环境监测、治理的全产业链，形成环保业务综合供应

商。投资建设1万个以上的各类监测站，打造天地一体化、水陆空齐备、全球规模最大、

覆盖面最广、数据最全面的生态环境感知网，以此为基础，构建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分

析的环境数据服务平台。 

    公司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齐心协力、共同发展的使命，以技术开拓市

场、以创新领先市场、以质量与服务巩固市场的经营理念，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与创新，

不断提升核心技术优势，与客户、股东、员工、行业及社会和谐发展。 

调研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