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立雅
资源再生 生生不息



2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澳门

专长：160余年的行业历史
160 YEARS OF INDUSTRIAL HISTORY

通用水务(Compagnie 
Générale des Eaux)成
立

集团更名为威立雅环境(Veolia
Environnement )

一个崭新的威立雅： 资源
再生，生生不息
Resourcing the World

1992 – 2013

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逐渐成为为一个全球
性的首要事务。

1853 – 1900

为各城市提供饮用水
处理，应对城市化的
挑战。

1900 – 1939

污水处理服务、废弃物
处理和能源服务大规模
扩张。

1945 – 1992

环境服务为工业领域重
建和发展提供支持。

2014 - „

面对日益增长的资源
稀缺，资源管理必须
接受改造，从而让经
济和社会发展迸发出
新的活力。

Drinking water is 

delivered to c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urbanization

Drinking water is 

delivered to cit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vide support for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dustrial grow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adually emerges 

as a global priority.

In the face of growing 

scarcity, resource 

management must be 

reinvented to create a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dynamic. 



威立雅2014年的业务活动和关键数字
OUR ACTIVITY AND KEY FIGURES FOR 2014

威立雅设计和实施水、废弃物和能源解决解决方案，实现循环经济，为城市、工业和市民提升效率。
VEOLIA DESIGNS AND DEPLOYS CIRCULAR ECONOMY SOLUTIONS FOR WATER, WASTE

AND ENERGY MANAGEMENT TO IMPROVE EFFICIENCY FOR CITIES, INDUSTRY AND CITIZENS.

238.8
亿欧元营业额
€23,880 million
revenue

179,000
位员工遍布5大洲
179,000 employees 
on 5 continents

WATER WASTE ENERGY

避免了680万公吨CO2

消耗

6.8 M tons equiv. CO2 
avoided 

减少了153万公吨CO2

排放
15.3 M tons equiv. CO2 
reduced

可再生和替代性能源

消耗量3930万兆瓦时

39.3 M MWh of 

renewable or alternative 

energy consumed

占总能源消耗的34% 
34%  of the company’s 
total consumption



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更好地服务于客户
DECENTRAALIZED ORGANIZATION FOR BETT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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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20.2 亿欧元收入
9,000 名员工

拉丁美洲

8.95 亿欧元收入
14,100 名员工

238.8
亿欧元收入

179,000
名员工遍布五大洲

法国

93.05 亿欧元收入
53,000 名员工

非洲
中东

18.1 亿欧元
12,000 名员工

欧洲

76.8 亿欧元收入
65,300 名员工

亚洲 / 大洋洲

21.7 亿欧元收入
25,600 名员工

威立雅 – 2015年4月



我们面向城市和工业的解决方案
OUR SOLUTION FOR CITY AND INDUSTRY

崭新的威立雅——2014年11月 5TITRE DE LA PRÉSENTATION / SOUS-TITRE / DATE 5

土壤修复

水回用

废弃物处理专业技术

能源专业技术

甲烷化中心

可更新能源生产

污水处理
污泥处理

饮用水

供冷管网

污水管网

楼宇能源服务

智能化城市

工业废液

物流与逆向物流

填埋

工艺水

能源回收

分拣中心

危废物处理

工业设施优化

能源回收
水务专业技术

工业设施拆卸

供热管网

海水淡化
设备拆卸



威立雅在中国
VEOLIA  PRESE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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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威立雅中国 – 固体废弃物业务
Veolia China - Wast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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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ous Waste Treatment Plant

Landfills and Landfill Gas-to-Energy Plant

Waste-to-Energy Plant

Recycling Plant

Tianjin

Nanjing

Huizhou

Hong Kong

Hangzhou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Jiangmen

Cangzhou

Foshan

Jiujiang

Xi’an

Changsha

D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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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gzhou
(under construction)

Nanjing
(under testing & commissioning)

Tianjin Hejia
(under operation)

Tianjin Binhai
(under operation)

Hangzhou Lijia
(under operation)

Changsha
(under testing & commissioning)

Dalian
(und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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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hou Phase 2
(under design)

Huizhou Phase 1
(under operation)

威立雅中国 – 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Veolia China – HW Treatment Facilities



化工区危险废物处置理念
Concept of HW treatment in etrochemical Park

2016年3月澳门

March 2016 - Macau

化工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规划理念
Plan of HW treatment facitlity in Petrochemical Park

2016年3月澳门

March 2016 - Macau



石化行业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HW Generation in Oil & Ga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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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化工环保协会2015年三月份的统计：

石油化工

行业

, 26.50%

造纸和纸

制品业

, 21.70%

非金属矿

采选业

, 21.10%

其他行业

, 30.70%

危险废物产生量

 第四位是农药制造业，其产生的
危险废物有12种。

 危险废物类别有半数以上集中在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该行业产
生的危险废物达88种；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业，其产生的
危险废物有15种；

 排在第三位的是炼焦制造业以及
涂料、油墨、颜料及相关产品制
造业，其产生的危险废物有1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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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流
Waste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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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封闭管理的优势
ADAVANTAGE OF INTEGARATED CLOSED MANAGEMENT

化工园区可根据各自园区产业链的特点实施“分类
控制、分级管理”、根据产业链的依存度和产业聚集
打造循环产业，据此把园区内危险险废物的产生量在
源头减量，并进行分类管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control classification, grades management", in line 

with industrial chain,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 

dependence and cluster to build the eco-park, thus 

minimize the hazardous waste at the resource.

危险废物就地处置，可减少运输过程带来的风险。
In site treatment to minimize the risk for 

transportation.

避免外运危险废物不规范处置给企业声誉带来的负
面影响。

Avoid negative affect of the reputation in case 

illegal treatment.

有利于管理部门的监控和管理。
Effective monitor and management by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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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区域性综合废弃物处理、应急及环保服务中心
SERVICES CENTER FOR WASTE TREATMENT, EMERGENCY RESPONSE AND 

INDUSTRIAL SERVICES

服务范围 Scope

综合管理
Total Management

•水、废物和能源的硬件/软件
综合管理
Integrated 

(Water, Waste, Energy) hard 

& soft services management

公共应急
Emergency

•应急联动及紧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风险控制Risk control

维护
Maintenance

•客户现场工业场地清洁维护
Cleaning & Mechanical 

services for industrial sites

•污染去除Decontamination

•修复Remediation

区域突发环境事件紧急响
应Emergency response

园区工业服务中心
Industrial Services

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
Waste management



功能简介
FUNCTION OF EACH SERVICE

废物管理

WASTE MANAGEMENT

14



Surface 
cleaning

Downtime 
management

Cleaning storage 
tanks

Soil decontamination

On-site services (waste 
collection and sorting, waste 

facility management)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and 
non-hazardous waste

Special pumping and 
network cleaning

High pressure 
cleaning

Land-based 
management of drilling 
and production waste

Examples of value-added from VE solutions :

 Integrated value chain from waste production to final elimination

 Progress initiatives to reduce waste quantities and improve waste elimination

 Traceability, secure cost structures and technology for waste processing

 Optimization of trading of by-products

优化废弃物管理流程
optimized cleaning and waste management

15



炼油工艺主要危废产生类别和处理
Main HW Generated and treatment - oil r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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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别
Category

废 物 名 称
Name

主要处置方式
Main treatment

其他特殊解决方案
Dedicated solutions

HW46
Waste catalyst

废催化剂
Secure landfill

固化填埋

Out sourcing for recycle

部分催化剂含钒、镍等有价成分，可委外回收利用，
再安全填埋

HW06
Waste clay

废白土
Secure landfill

固化填埋
-

HW35

Waste alkali 

residues

废碱渣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Multi-effect evaporation pretreatment, to reduce

waste volume

多效蒸发预处理，有效降低废物量
HW35

Waste amine 

废胺液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HW34
Waste acid

废酸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To recycle if the acid content is high

酸度高的部分，可再利用

HW08

Sludge

废水处理污泥
（三泥）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To optimize the clients water treatment process, 

lower the organic content of sludge and have it to 

be treated by stabilization instead of incineration. 

清洁生产中进行油泥、浮渣分离。分离后，废水生
化处理后污泥有机含量降低，基本可以达到固化填
埋要求，不需要焚烧处理



Main HW Generated and Treatment - Ethylene 

Production 乙烯工艺主要危废产生类别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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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类别
Category

废物名称
Name

主要处置方式
Main 

treatment

其他特殊解决方案
Dedicated solutions

HW06
Organic solvent有

机溶剂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Low flow feeding

闪点低，需注意焚烧安全及焚烧工况控制

HW06
Waste catalyst废

催化剂
Secure landfill

固化填埋
Outsourcing for recycle

部份催化剂可委外再利用

HW06
Waste molecular

废分子筛
Secure landfill

固化填埋
-

HW08
Waste oil

废油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Recycled as auxiliary fuel

利用（有价回收作为燃料油）

HW08
Oily sludge

CPI 含油污泥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On site separat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water and oil, for safety transportation and 

subsequent incineration 

现场油水分开收运，利于安全运输和后续焚烧处理HW08
Oily sludge

清罐油泥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HW11 Coke焦炭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based on heat value, to

save clients treatment cost

可在源头根据热值进行合理分类，热值低的部分进行
固化填埋处理；热值高的部分进行焚烧处理

various
Lab Waste

实验室废物
Incineration

高温焚烧

根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waste choice

suitable treatment mentod 据属性不同分别处理，以
焚烧为主。



废物处理路径
WASTE TREATMENT Method

18

众多的处理工艺，如：
A wide variety of treatment process

• 处理工艺（焚化，PCT，稳定，填埋，消毒...） Treatment process

• 回收和再循环工艺（热回收，蒸馏，膜，生物柴油生产溶剂回收，催化剂金属回收，回

收碘...） Recycling process

• 原地或易地土壤处理（清洗，稳定，热脱附....）In-situ or Ex-situ soil remediation



 焚烧 Incineration
 多种废弃物，包括固体、液体、气体、散装及整包的废弃物，例如 : 

含氯/不含氯溶剂、涂料、油脂、油墨、含油污泥

Echan
ge
chale
ur

Eau Emul
sion

回转炉

二燃室 锅炉

在线监测涡轮
发电机

炉渣 危废填埋 稳定化

工业废物
焚烧飞灰

急冷塔 反应塔 / 过滤器

1. 焚烧 2. 能源回收 3. 烟气处理

为每一种废弃物量身定制的处理与资源回收方案
DEDICAT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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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化Stabilization
 如焚烧飞灰、氢氧化物污泥/泥饼 、受废金属污染的土壤

搅拌器

焚烧飞灰

反应剂 1

反应剂 2

稳定化处理

(剂量调配)

稳定化产物
填埋进场检测

工业用水

为每一种废弃物量身定制的处理与资源回收方案
DEDICAT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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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材料

土工膜 (HDPE)

土工布（保护作用）

防渗层

渗滤液收集与导排

土工布（保护作用）

剩余废弃物

排水层

植被覆盖

土壤

土工布

土工膜

防渗材料

剩余废弃物

最终覆盖于植被恢复

填埋场底部水气密
封与防渗

安全填埋Security landfill
 固体无机垃圾，如稳定化废物、受污染土壤,、石棉…

为每一种废弃物量身定制的处理与资源回收方案
DEDICAT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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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处理Biological treatment
 有机废水，如 冲洗废水、分离步骤介质、渗滤液

1. 胶质颗粒的混凝与絮凝

废弃物

监测与排放

反应剂, pH调节气浮

缓冲调节
池

2. 可溶性有机物的生物降解 3. 生化污泥分离, 过滤

生物反应器 沉淀池 过滤

为每一种废弃物量身定制的处理与资源回收方案
DEDICAT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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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化处理Physical chemical treatment
 水溶性无机废物 ，如酸、碱、表面处理工艺废水

1. 去毒性
除氰、除铬

2. 酸碱中和

3. 金属沉淀

4. 污泥脱水

压滤

反应器

泥饼稳定化处理

出水监测与排放

浓缩沉淀池
原水

反应剂

为每一种废弃物量身定制的处理与资源回收方案
DEDICATE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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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FUNCTION OF EACH SERVICE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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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mergency response and risk control

区域应急响应和风险控制

25

o 应急联动及紧急响应

o 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作为区域环保部门
紧急响应团队成员，高度配合，快速反应
。

o 依托中心设施，配合园区、企业环境应急
救援工作，现场处置、收集各类危险废弃
物。

o 对企业内环境事件提供应急救援和服务。

o 应急示例

o 危化品企业火灾、爆炸场地的环境应急
救援。

o 危化品泄漏、危化品车辆事故的环境应
急救援。

o 无主废物收集/处置。

o Mechanism emergency response
o As part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of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 
provide close cooperation and quick 
response. 

o The center need to cooperate with the park, 
companies f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onsite pre-treatment and collection 
hazardous waste.

o To provide emergency response for 
industrial services.

o Examples
o Fire, explosion site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cue

o Hazardous waste leakage, transportation 
accidents emergency rescue

o Ownerless waste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应急响应
emergency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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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简介
FUNCTION OF EACH SERVICE

工业服务

INDUST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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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 of Industry Service

工业服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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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disposal costs
降低处置费用

Reduce downtime management

减少停产时间

Maximize materials recovery

最大化资源回收

Improve performance

提升工厂绩效

utilization rate

提高工厂开工率

Reduce Environment Risk

降低环境风险

Improv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提高效率及生产力

specialized management

专业化分工

To optimize flows
优化生产流程



工业服务
Industrial services

29

为了使工业客户能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其专
业领域，工业服务中心将提供一系列的工业服
务，为工业客户排忧解难，创造良好的工业生产
条件，包括厂内公用设施服务、污水/工业水/回
用水/冷却水供应和处理服务、压缩空气/洁净空
气供应服务、工业设备清洗服务、储槽清洗服
务、厂内废物收集回收处置服务、厂区环境（土
壤）治理服务、地下管网渗漏检查和修复服务等
等。



工业服务
Industrial services

“清洁工厂”一揽子服务:
所有计划中或计划外的清洁服
务，包括地面、道路、泵站、装
卸区，含油或不含油废水管渠维
护保养，构筑物或设备清洁，包
括API油水分离池、地沟等

现场废弃物管理:
厂内分类收集、垃圾站的设立和
管理、废弃物的处理与回用、废
弃物追溯报告

“换热器清洗”一揽
子服务:
换热器高空抽芯、管束装
卸、运输，管束清洗站的
设计、建设和管理运营、
换热器维护保养管理

大修服务:
协助业主制度大修计划，
配合完成大修计划

油罐清洗服务:
油泥定位、多种无人进入清
洗技术、现场氮气发生、现
场油泥处理。
实现油料回用、释放储能、
为后期进罐检查和施工提供
安全保障

在线高压水清洗 :
在线清洗各类塔器、储
罐、反应釜、反应炉、换
热器筒体、管线等。可提
供超高压、大流量设备、
自动化清洗，提供效率和
安全性

化学清洗:
工艺设备化学清洗。废
水收集处理、可移动式
水处理站

设备表面处理:
各类大型储罐内外表面处
理、除漆、防腐，探伤准
备工作等

防爆区域施工:
高压水切割、管道切割、
反应釜切割、原油储罐开
孔等

含油污泥治理:
水、油、渣三相分离，减
少废水、废物产量与处置
费用，油料回用。
油泥池管理服务。

土壤修复:
污染识别、方案制定、场
地修复

拆解服务:
设备退役、水力切割与拆
解

30



案例
Case Study

31

现场废弃物管理



增值服务
Value-added services

o 危险废物识别、分类标识、现场服务
o HW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 危险废物处置中心的功能向前延伸，配合企业进行全面的废弃物管理，从源头减量
Extend service forward to the source for total waste management to minimize the 
quantity of hazardous waste.

o 清洁生产（工艺改进,减少排放）
Help client to improve clean production by process optimization 

o 温室气体追踪
Greenhouse Gas Tracker 

项目推行客户
确认

客户拜访前的
准备

客户现场项目

推广培训，详

细了解废物产

生工艺

指导客户填写
废物安全统计
表

标签设计，

清洁生产、废
物减量化

废物贴设计标
签、规范包装
安全收运

入场废物监控
与改进

•针对高风险VIP客户
•源头减量化
•规范包装
•降低收运和处置风险
•降低客户环境损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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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设施规划建议
PLAN OF TREATMENT FACILITY

33

园区应根据产业链及规划配置规模相当的危险废物综合处置设施。
Park should plan hazardous waste treatment center in line with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master plan.

危险废物综合处置设施应至少包含焚烧、物化和填埋。
The center should include incinerator, PCT and Landfill at least.

鉴于园区引进企业的不确定性以及下游产业的多样性，危险废物综合处置设施
的处置废物种类应至少包含危废名录的45类。
The HW code of the center should not less than 45 categories.

化工企业应选择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园区，以减轻环保压力。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should choice the park with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to low the pressure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危险废物综合处理设施可先预留综合利用的功能。
The center should reserve the function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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