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建工：聚焦“水—土”生态修复
打造环境治理全覆盖的产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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琸源生态公司具有明显技术优势：市农科
院是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具有领先的核心生
态修复技术，上海建工在生态修复、滨水景观
营造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设计与施工经验。作为
上海建工环境治理业务的重要板块，琸源生态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徐征表示，成立琸源生态公司，是上海建
工把握水生态治理市场先机的战略布局，也是
承担生态文明建设社会责任的主动选择。作为
上海建工全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琸源生态公司
将发挥与上海市农科院强强联合的技术优势、

人才优势， 融入上海建工内其他产业板块，积
极开拓水生态治理和修复业务，服务河湖流域
生态管理养护，致力于成为中国水生态环境治
理行业的引领者。

背靠万亿元蓝海市场

琸源生态公司的成立， 背后是价值万亿元
的水生态环境治理的蓝海市场。“十三五”以来，

我国不断加强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提高环境
质量。2015年，国务院颁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简称：“水十条”）， 提出要系统推进水污染
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根据环保部测
算，完成“水十条”需要投资 4.6万亿元，其中水

环境综合整治的需求将达到 1.8万亿元。

上海日益加快水生态环境治理的步伐，同样
为水生态环境治理业务提供较大市场空间。2018

年，“2020年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目标，持续推
进河长制，全面建立湖长制，中小河道到全面
消除黑臭，全面启动劣Ⅴ类水体治理攻坚战。

在此背景下，琸源生态公司结合政策和市
场需求，聚焦城市黑臭河流和污染水体的治理
及生态修复，湖泊、滩涂、湿地生态修复，城市
公园水体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 海绵城市建
设，水体环境运营，以及农业领域的农田和畜
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农业面
源污染控制。

依托全产业链促发展

12月 18日，赣州蓉江新区公园项目的运
营管养项目正式签约， 标志着蓉江新区公园
从设计施工转入到运营准备。 这是上海建工
规模最大的公园项目， 也是发挥全产业链优
势的代表作品。 赣州蓉江新区公园项目采用
EPCO模式，是指将设计、采购、施工以及公园
运营相结合，将管养服务与运营服务相结合，

确保工程品质得以延续。 蓉江新区公园项目
包含 7 个公园、1 条铁路防护林带和 18 条道

路绿化， 建设总工期为 5 年， 施工养护期为 1

年，运营管养期为 7年。

作为上海建工环境治理业务的重要板块，琸
源生态公司将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与琸域环境公
司联动，打造“水—土”生态治理全覆盖的产业新
格局。

琸域环境公司聚焦土壤修复， 于去年 6 月
正式成立。 企业享有英国洛尔集团的专家团队
和专利技术， 洛尔集团是英国知名的专业环境
修复企业。业务板块覆盖环境调查、风险评估、

治理修复、工程设计施工及运营维护等环节。近
期承建了上海桃浦某地块的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修复工程。

上海建工旗下市政总院成立的上海水业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申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以及上海建工（浙江）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都
将为上海建工转型探索环境治理领域提供支撑。

上海水业设计工程公司成立于去年 1月，将做大
设备成套、设备集成和智慧水务，打造水务领域
综合服务商。今年 4 月，浙江省水电建筑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被上海建工收购，成为上海建工水利
水电建设公司，意味着上海建工由此具备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进一步丰富了业务
产业链，涉水业务快速发展。

近期，上海建工水利水电建设公司中标“苏
州河（真北路-藻浜）堤防达标改造工程”，预计
明年 12月完工。该工程是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
四期工程的重要组成， 堤防改造长度约 16公
里，将有效提高苏州河沿线防汛治涝能力，改善
苏州河干流水质，优化沿河水生态环境。

除了“苏四期”工程，上海其他的环境治理
领域，也时常活跃着“上海建工”的身影。有辰
山植物园土壤改良修复这样的“地下”工程，有
青浦区环城水系治理这样的“地面”工程，还有
浦江郊野公园、延中绿地这样的“地上”工程。

近年来，上海建工大力推进全国化发展、全
产业链协同联动、打造建筑全生命周期服务商的
“三全”战略，加快从工程承包商向建筑服务商转
型升级，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人才、全产业链和
品牌优势，强化环境治理等新兴业务拓展，在城
市更新、污水污泥处理、垃圾处理、城市排水防
涝、水利水电、生态园林、土壤修复、固废处理、

综合管廊、 海绵城市等生态建设业务领域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环保业务从“地上”延伸到
“地下”，初步形成“水土联动”“水岸联动”互动
发展模式，以及取得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新优势。

还城市一片洁净

作为上海本土企业，上海建工为申城绿化
铺种过许多绿树红花，但对一种植物的“扑杀”

在业内被传为佳话。在崇明东滩，为了还给鸟
儿一片宁静的栖息之地，建设者们研发出多种
创新技术， 采用物理控制结合生态代替的方
法，有效抑制了入侵物种“互花米草”的生长，

复壮了土著植物种群。

技术创新正在为城市恢复越来越多的绿
意。 在刚刚建成的长三角路演中心项目中，上
海建工采用吸附填料系统封填覆盖，设置拦截
沟渠和拦截坝，配置水生植物系统，增加曝气
复氧装置等技术手段，使超劣Ⅴ类水体大幅净
化。通过创新，世博后滩公园也塑造出一片蓬
勃的微生态系统。在生态修复技术、景观水体
生态净化技术、“生态操控”抑制富营养化技术
等一系列技术支撑下，后滩公园的生态系统得
以重塑，黄浦江水由此得到净化。

创新，让治理与修复聚焦“地下”。万物生长
离不开土壤。 开园仅两年余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周边，树木植被长势喜人。这得益于新的技术手

段———土壤修复。通过技术改良，上海建工历时
三年，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完成了大面积整体
土壤改良，创下多个全国之最。在辰山植物园，甚
至能针对不同植物配置相应的配方土，确保生物
多样性，土壤改良总面积达到 26万平方米。

在“地面”工程方面，上海如毛细血管般的
河道，正越来越清澈。早在多年前，上海建工在治
理水体方面就有相关技术储备。比如，聚焦过程
控制和末端净化，将雨水调蓄、水动力保持、人工
湿地、人工强化等技术组合，原闸北区走马塘（彭
越浦至俞泾浦） 的河道水质由原来的劣 V类净
化为 IV类，消除了黑臭，水质清澈。上海建工还
在全国范围探索黑臭水体综合整治，如苏州市甪
直镇污水负压收集、嘉兴市乍浦镇污水负压收集
以及北高新（南通）科技城的水质净化工程。

从“地面”到“地上”，一系列固废处理工程
正为建设美好家园添砖加瓦。 上海老港再生能
源利用中心，在高科技手段的助力下，成为一个
优美的花园式厂区。 在危废主流焚烧处理工艺
的基础上，增加了处理环节，烟气净化达到了欧
盟排放标准。 近期参与的老港生活垃圾填埋场
四期渗漏液处理厂升级改造 EPC工程，克服了
改造难度大、现场复杂、工期紧等困难，圆满完
成了工程建设。在有机垃圾处理领域，在探索建
成常州市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置工程的基础上，

近年承建的浦东有机质固废处理厂， 通过技术
手段达到协同高效、节能环保的效果，这是全国
餐厨废弃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第四批试
点城市项目,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

为城市“精致上妆”

近年来， 上海建工在优势领域不断深耕，

为城市添绿意、增“弹性”。尤其是 1998 年至
2004年之间，上海建工在城市的园林建设史上
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一批大型公共绿地和
外环线绿带相继建成，背后都有上海建工建设
者付出的智慧与汗水。

在中心城区，延中绿地是上海公共绿地历

史中的重要节点。占地 28公顷的延中绿地，是市
中心以动迁换绿色的一次尝试。上海建工通过一
系列施工技术的运用， 使乔木成活率显著提高，

达到 99%。世博会园区也曾以一项纪录被载入园
林建设史。其主题馆墙面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生态绿墙， 该绿墙面积为
5000平方米。新江湾城生态保育区，是上海市区
首次建立的生态住宅区内的自然保育地；新江湾
城生态走廊是上海市区首次营造的兼具生态和
景观功能的绿色廊道。 在参与建设的黄浦江 45

公里公共空间贯通工程中，创新使用黄浦江贯通
工程高桩平台绿化种植技术，助力黄浦江两岸迈
向世界级滨水公共开放空间。

在上海郊区，则采用不同于城市公园的创新
探索， 让这座国际大都市多了一丝自然乡野之
趣。上海建工建设的浦江郊野公园，是上海七个
先行试点建设的郊野公园之一，以“郊野、艺术、

秋景”为主题。浦江郊野公园一期开放的园区中，

活力森林区、奇迹花园区、柳鹭田园区三大核心
区揭露了“庐山真面目”。

园林绿化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而一项新技
术的崛起正在为城市管理提升能力、 增加弹性。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
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如同把整个城市变成
海绵：在下雨时可以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
又能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上海建工在海
绵城市建设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如，参建的浦东
临港， 是上海首个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地区，

也是全国目前 30个试点城市中最大面积的海绵城
市，试点面积达 79平方公里，包括 7个示范区、15

个项目包、100余项具体工程。其中，临港居民社区
“口袋公园”里的绿色屋顶能够收纳屋面雨水径流。

透水跑道、生态停车位等工程，获得了居民的一致
好评。此外，上海建工还为长宁区编制了上海首
个区级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契合“大海绵”概念建
设的苏州河段深层排水调蓄管道试验段工程，是
上海保障水安全未雨绸缪的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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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不断探索和深耕
环保业务的道路上，离不开技术
“堡垒”的支撑。

新兴业务土壤修复逐步成
为业内领先水平，与“后方”源源
输出的智慧紧密相关。2015 年，

上海建工成立“污染场地修复技
术研究中心”， 这是上海首个以
从事完整的场地调查、 风险评
估、修复设计和修复工程的技术
服务为主的研究中心。承接项目
以上海为基础，辐射浙江、广东
等地。仅成立两年时间，就中标
场地环境调查项目 72项、 详细
调查与风险评估项目 7项、修复
方案编制项目 4项、修复工程实
施项目 2项， 并开展课题研究 3

项。至今已承接场地环境初步调
查、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污染场
地健康风险评估污染场地修复
技术方案编制和污染场地修复
工程 95项。

技术驱动，让上海建工在实
践中结出累累硕果。在上海某场
地修复项目中，在该场地中浅层
土壤采用异 位 化 学 氧 化 法
（ESCO）进行处理，地下水采用原
位化学氧化法（ISCO）处理，并在
后期结合好氧强化原位生物修
复法跟进深度处理的修复方案，

使土壤和地下水的目标污染物得到很好的净化
处理。还积极研发污染修复设备,已完成移动式地
下水污染修复设备的开发。目前已取得 1项发明
专利和 1项实用新型专利。

去年 10月 17日，上海市环境保护建设用地
污染风险防控与修复技术工程中心在上海建工
正式揭牌。该中心着眼于上海场地环境保护亟需
解决的重大问题和行业需求，聚焦建设用地环境
保护、土壤有机污染控制和创新技术应用，集技
术研发、人才培养和企业合作于一体，建立全国
领先的场地环境风险评估、修复治理技术与装备
的研究开发和工程应用平台。

涉水业务发展将迎来重要机遇期。 在水生态
环境治理领域， 市科委在上海建工成立的上海生
态景观水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今年 10月成
立，将助力上海建工探索水治理新领域。该研究中
心同时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 培养和聚集一批高
素质的工程化技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 作为生态
景观水环境工程技术平台，它将从研发、设计、转
化、示范、推广进行全领域、全产业链的带动，力争
成为园林景观水环境治理领域的领跑者。此外，上
海建工也加大科研力度， 先后成立上海城市排水
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慧水务研究中心、海绵
城市建设技术研究中心， 并参与了城市水资源开
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组建，为涉水
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可持续的新功能。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迎来一
名“专业玩家”。12 月 24 日，上海建
工旗下园林集团与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开展全方位技术合作，正式成立
上海琸源水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琸源生态公司），聚焦
治理和修复水生态环境。
近年来，上海建工在水利水务

和环境治理方面动作频频，不仅完
成了对浙江省水电建筑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的股权收购，而且投资组建
了上海琸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进
军土壤修复板块。截至目前，上海建
工在环保业务方面在建工程合同造
价超过 160 亿元。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上海建工

是一家传统施工单位，为何要“转
战”这些新兴业务？上海建工党委
书记、董事长徐征表示，近年来上海
建工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在污水和
垃圾处理、土壤修复、海绵城市等领
域取得了积极成效。以城市更新、水
利水务、环境治理、数字化工业化建
造、建筑服务业为主的五大新兴业
务具有广阔前景，正成为集团新的
经济增长点。至 2020 年，五大新业
务领域规模增速将不低于 25%。
他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作为推动中国城市建设的
重要力量和行业领先企业，上海建
工有能力、更有责任积极参与生态
环境治理，逐步恢复城市自然生态。
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塑造更饱满的
企业品牌，是上海建工打造全生命
周期服务商的必然选择。

环 境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崇明东滩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前）

崇明东滩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后）

黑臭河道治理（前）

黑臭河道治理（后）

上海世博后滩湿地公园生态景观修复

地 下到地上产业全覆盖

上海辰山植物园水质净化、土壤改良 长三角路演中心湿地修复（后）

湖泊富营养化防控及水生植物种植保护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

长三角路演中心湿地修复（前）

继 2017 年成立琸域环境公司后，2018 年
成立琸源生态公司。

上海走马塘河道整治

国际旅游度假区大面积整体土壤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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