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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安全（EHS)

及节能工程咨询业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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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上海安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

环境、健康、安全（EHS）咨询和节能环

保工程服务公司。我们的专业团队由资深

科学家、工程师和咨询顾问组成。我们以

高度的敬业精神致力于国内外先进的技术

与管理理念的整合，通过我们的专业能力

向中国和其它地区的跨国企业、政府和国

际组织提供一流的环境、健康、安全

（EHS）咨询和节能环保工程服务。

了解更多：

www.anewg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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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newglobal.net/


主要服务领域

我们以最高的行业标准来提供专业服务。我们的宗旨是以专业、创新的方式，通过设计和

为客户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来帮助客户关注法规要求，降低运营风险，提升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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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佑环境的EHS专家致力于帮助不同行

业的客户分析、管理并尽可能减少来自

环境、健康、安全领域的风险和损失。

安佑环境的专家在过去的服务经历中积

累的大量针对解决大型企业及其供应链

复杂、多样的EHS挑战的一手经验和知

识。我们与客户密切合作，帮助其制定

实用高效的解决方案并协助其实施，最

终达到既定目标。

收并购尽职调查

• 全球EHS尽职调查

• 场地环境调查

• 投资后环境风险控制和监控

• 绿色信贷咨询和评估

EHS法规咨询及审核

• EHS 合规性审查

• EHS法律法规咨询和EHS许
可咨询

• 应急响应和准备

企业和供应链EHS管理

• EHS战略规划

• EHS现状调查和差距分析

• EHS创新

• EHS专案设计和执行

• 一对一的现场EHS辅导和能
力建设

战略性环境健康安
全管理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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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EHS法律法规专员帮助一些跨国公司

制定了适用于客户行业类型的EHS法律法规清单，

清单不仅包括所有法律法规的全文链接，还有适

用的关键条款引用。对于那些拥有多个制造或研

究设施的企业，我们也会根据他们的具体生产、

运营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清单。

客户：大型跨国企业

EHS法规清单开发

为了帮助客户的高层管理人员更好地了解中国的

法律法规和相关的EHS许可流程，安佑环境的专

业人员受客户委托为其在华高级管理层及全球管

理者编制针对中国国家和地方的EHS法律法规及

相应许可申请的培训材料，并对其进行现场培训。

该培训课程使高层管理人员深入了解了中国EHS

法律法规趋势走向，帮助其制定更为有效的生产

运营战略。

客户：大型跨国企业

EHS管理和许可培训

主要项目经验
EHS法规咨询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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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项目经验

供应链EHS管理

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客户完成了环境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设计、开发和建立。安佑环境

的专业人员不仅提供了专业的意见和引导，而且

将EHS管理体系与企业日常工作的实际操作流程

完全整合，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帮助其理解整套

系统的重要性，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EHS意识的

工作文化。

客户：一家全球领先的软件/硬件公司

企业EHS管理

客户的某生产工厂在环保督查中因存在严重环境

问题被关停。为了帮助工厂复产，安佑环境的专

业技术人员驻扎工厂在现场为客户解决所有面临

的环境问题，并为客户建立有效的环境、健康和

安全管理体系。工作包括协助工厂审查第三方出

具的各类评估报告及工程设计文件、与第三方进

行技术讨论和方案制定、和当地政府协商以获得

各类批复和许可、准备必要的EHS文件。在安佑

环境专家的帮助下，客户工厂在短期内重新获得

批准投入生产，将客户的停产损失降到最低。

客户: 一家知名的电池材料公司

现场问题改善咨询与EHS系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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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曾为一家国际汽车零部

件制造企业拟收购的多个中国和欧洲工厂进行了

环境尽职调查（EDD）。调查包括场地生产历史

和环境记录审查，当地法律和法规研究，现场勘

察，监管机构和现场人员访谈等。 环境尽职调

查报告帮助客户认识到业务发展的潜在环境风险，

并了解了这些潜在环境风险的应对措施。

客户：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

环境尽职调查

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受客户委托对国内多个

工业生产企业进行了收购前的尽职调查，并将调

查结果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WB / IFC）

和赤道原则II（EPII）指南进行比较，以便私人

融资者对中国各地的各种设施进行潜在投资。尽

职调查不仅包括EHS，还有针对劳工人权以及社

会经济影响。安佑环境专业技术人员跨行业的知

识和实践经验帮助客户将EHS风险与财务影响联

系起来，更加全面地反映尽职调查结果。

客户：一家全球知名油漆生产企业

收购前的EHS，劳工和社会尽职调查

主要项目经验
环境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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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提供技术咨询，帮助我们的客

户解决合规性问题并控制风险。安佑环
境专业人员依靠丰富的工程经验，已经

实施了相当多的项目并获得了一致的认
可。

环境管理和工
程技术服务

工业用水和废水管理 污染场地调查和修复

• 综合水管理

• 工厂和工艺的规划

• 水处理系统工程设计

废气监测与污染控制

• 废气排放监测和评估

• 废气排放控制

• 废气排放管理

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减量

• 综合固体废弃物管理

• 工业固体废弃物管理

• 危险废弃物减量

• 场地环境调查

•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
评估

• 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方
案设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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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水处理专家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的生产企业定制合适的废水处理和回用水方案，服务覆

盖工艺设计、系统集成、施工管理、安装调试、设备维修、技术培训以及后期的达标排放问题解决

方案，力求以超高的投资回报率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

工业用水和废水管理

设施和工艺规划

识别和评估灵活的资本资产，并

尽量减少淘汰的可能性。优良的

工艺设计和设施规划确保构建的

系统能够满足企业的技术和商业

需求。

技术选择

从单一单元过程系统到与供水

和废水处理相匹配的复杂集成

系统的开发、评估、测试、设

计、建造和设备调试。

综合水管理

• 创建高效的工业用水和废水系

统，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满足达

标排放的要求、技术要求和业

务目标

• 优化现有工艺流程和系统，以

减少用水量并最大限度地提高

水处理设施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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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助一家全球领先的消

费电子产品公司管理其供应链，以实现更有效的

工业用水和废水处理。安佑环境的专家参与了项

目设计、执行和定期的评估，为100多家供应商

提供了节水，废水管理，雨水管理，废水处理系

统运行等相关的技术评估及培训。

客户：一家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

电子供应链清洁水项目

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为客户提供废水处理站

（处理规模400m3/d ）的设计审核和施工管理

服务，该处理系统用于乳制品工厂的工业及生活

废水的处理。该系统包括物理处理过程和生物处

理过程。

客户：一家广州乳业生产企业

污水处理厂设计审查与施工管理

主要项目经验

工业用水和废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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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一直以来为政府和各类企业提供了大量创新的废物管理服务。无论是大规

模项目的管理还是小型项目的执行，我们都能提供满足全球客户期望的尖端产品和服务。

废弃物管理和减量

工业废弃物管理

• 废弃物鉴定

• 采样和实验室检测服务

• 风险管理

• 废弃物减量、重复使用、循环
利用研究

减少危险废物

• 废弃物减量机会研究

• 废弃物减量设施的设计和施
工

综合废弃物管理规划

• 废弃物产生预测

• 废弃物收集和转移评估

• 循环使用和材料回收影响评估

• 替代方案的经济可行性研究和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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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减量项目

我们的客户要求其供应商通过加强对废弃物的减

量，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将送去填埋或焚烧处

理的废弃物数量尽可能减少。安佑环境的专业技

术人员为客户的供应商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包括

项目实施预评估，废弃物管理培训，废弃物减量、

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机会识别，废弃物数据审查

和跟踪等。

客户: 一家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

随着中国对危险废物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强，安佑

环境受客户委托帮助其供应商进行危险废物减量，

以减少危险废物处置成本和环境风险。安佑环境

的专业技术人员与客户及其选定的供应商紧密合

作，识别危险废物减量机会，研究危险废物的减

量技术，开展设施设备的试点测试，还包括技术

评估，投资回报（ROI）分析等。该项目帮助相

当数量的供应商减少了危险废物处理量和运营成

本。

客户: 一家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

废弃物零填埋项目

主要项目经验
废弃物管理和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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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电路板生产包括相当数量的蚀刻和电镀步骤，

并定期会排放废弃的浓槽液。槽液中含有高浓度

的重金属和COD，因此通常被作为危险废物委

外处理。安佑环境专业技术人员为我们的客户提

供了可行性研究和概念设计服务。在我们的帮助

下，我们的客户选择了合适的蒸发系统来处理废

液，这显著减少了客户委外处理的废液量，从而

减少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客户: 数个国内PCB生产商

废液减量 - 蒸发系统可行性研究与概念设计

印刷电路板工厂产生大量含有高浓度重金属的污

泥，通常作为危险废物处理。由于国内危险废物

处理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相当多的印刷电路废水

产生的污泥无法及时进行厂外处理，因此造成大

量污泥堆放在现场。 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

为客户进行了一系列污泥干化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和概念设计服务，帮助他们改善废弃物管理实践

并降低总废弃物处理成本。

客户: 数个国内PCB生产商

污泥减量 - 干燥系统可行性研究与概念设计

主要项目经验
废弃物管理和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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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技术专家在大气污染监测和污染控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帮助客户收集并分析

数据，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并提供多种可行性解决方案。安佑环境也能向企业提供从废气处理系统

概念设计直至系统调试和运营的工程服务。

大气排放监测和污染控制

大气排放控制

• 处理系统的设计和施工

• 处理系统的评估和问题诊断

大气排放管理

• 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系统开
发

• 大气污染控制培训

排放监测和测绘

• 无组织排放源的识别和控制

• 大气排放监测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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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制酒企业多次因空气中的强烈酒精气味被周边

居民投诉，同时考虑到四川省新颁布了地方标准

《四川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控制标准》

（DB51/ 2377—2017），客户决定对工厂排放

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进行全面调查。安佑环境的

专业技术人员受客户委托制定了详细的VOCs监

测计划，根据监测结果模拟绘制了VOC扩散地

图，确定了无组织排放的主要来源，并结合工厂

实际情况设计了VOC的控制措施。

客户：成都一家知名制酒企业

VOCs排放源识别和监测

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助客户可发了供应商

开大气管理专案。此专案用于降低供应商因为废

气排放的合规性风险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工作

内容包括：提供基准评估，技术支持和培训。评

估包括：许可要求及来源识别，排放控制，评估

和监测，操作和维护以及应急响应。

客户：一家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

大气控制管理项目

主要项目经验
大气排放监测和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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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助客户为其建筑薄膜

生产工厂提供了三种VOC控制系统的概念设计，

总处理能力达到100,000m3/h。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相关工艺的设计，施工规范的制定，以及系

统成本估算和开发进度预测。

客户：一家法资建筑材料公司

VOC 减排项目

成都某劳动密集型制造车间使用甲苯进行涂层操

作。 安佑环境的技术人员为其制定了项目的整

体风险评估和减排计划，促进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和成功验收。该项目内容包括：火灾和爆炸风险

评估，化学毒性评估，现场健康危害评估，通风

系统性能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估。项目实施后，暴

露于高毒性物质的人数显著减少，公司的运营风

险大幅降低。

客户：成都一家油漆公司

VOCs 减排项目

主要项目经验
大气排放监测和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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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了相当数量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调查、基于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估及修

复项目。安佑环境在污染场地调查和修复领域拥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博士、高级工程师和国

家注册环保工程师等，致力于在中国开展土壤和地下水调查、风险评估和修复工作。

污染场地调查和修复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

• 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评估

• 修复费用估算

土壤和地下水修复

• 修复计划制定

• 风险控制计划的制定

• 工程实施

场地环境调查(ESA)

依据国际ASTM标准或国内技术
导则实施的

• 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 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 第三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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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计划在曾经是农药厂的地块新建一个警务中

心。为了帮助客户了解场地污染状况，安佑环境

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场地环境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

并顺利的通过了专家评审。

客户：浙江省安吉县派出所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

该项目在江西省的稀土尾矿面临着重大地质和环

境风险，如山体滑坡，土壤退化，河流污染等。

作为当地生态恢复计划的一部分，安佑环境专业

人员针对废弃矿山修复工程提供了初步设计、详

细设计和施工配合，其中包括土壤改良，水土保

持，边坡稳定和景观设计等。 该项目得到了国

家生态补偿基金的支持。

客户：江西省寻乌县环境保护局

废弃矿山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

主要项目经验
污染场地调查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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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专注能源管理和节能工程咨询

服务，采用节能、环保管家服务模式，
在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方面开展政策咨

询、专项规划、方案论证；通过综合节
能环保策划、能效提升、效果验证实现
节能、环保综合管理和过程监控，最终

实现一站式、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运营，
促进资源节约型、环保友好型企业建设。

3能源管理和节
能工程咨询

工业能效技术

• 工业能源系统的优化

• 余热余压回收利用

• 蓄热/蓄冷系统

综合节能咨询服务

• 合同能源管理

• 节能评估、核查

企业能源战略

• 能耗控制和节能政策咨询

• 能效审计和能效检测

• 企业能源管理系统

• 节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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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受某跨国零售商委托对

其超过30家的供应商进行节能审计和能效评估。

此外，我们还对超过100家的供应商提供了节能

培训。

客户：某大型跨国零售商

企业供应链能源审计和培训

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帮助某跨国电子企业对

其30多家供应商进行节能审计。此外，安佑环

境还对其中7家供应商的节能量进行了测量和认

证。在此期间，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还不断

对供应商提供了节能项目开展的技术支持。

客户：某跨国电子企业

电子供应链能源审计和技术支持

主要项目经验

能源管理和节能工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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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项目经验
能源管理和节能工程咨询

作为一个“交钥匙”项目，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

人员为客户提供包括节能策略和方案的确定，基

于中国公共建筑节能规范构建虚拟建筑并进行基

准能耗模拟，各项节能技术的绩效分析，地热交

换传到的测试和地源热泵技术的参数设计，并对

节能工程的调试进行监理在内的一系列能源管理

服务。通过全方位节能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

该项目节省了43%的能原谅和62%的能源开支，

综合投资回报期为3年。

客户：一家全球领先的电力基础设施服务商

建筑节能设计审核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为满足工厂生产工序中干燥器热空气供应的需求，

客户需要将当前的燃油锅炉改成燃气锅炉。从燃

气锅炉出来的清洁烟气为余热回收和能源效率优

化提供了可能。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各种

工程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在立项后对项目

的设计、设备采购、施工、调试、验收进行全过

程管理。

客户: 一家美资蛋白质公司

锅炉“油改气”以及余热回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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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
风险管理

过去几年，安佑环境的专业人员一直致
力于健康和安全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建
立了独特的专业知识。我们的顾问团队
由两名CIH和一名CSP组成，可以帮助
客户识别设施中存在的危险风险并提供
风险评估。我们为多家公司提供了有效
且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
的安全绩效完全符合当地法规。

工业卫生管理

• 通风系统检查，故障排除和评估

• 局部排气通风系统的概念设计

• 工业通风系统的建设和安装

爆炸性粉尘风险管理

• 粉尘爆炸风险评估程序设计

• 安全风险审查报告

• 管理措施改进建议

化学风险管理

• 化学品清单和使用点识别

• 化学品危害评估

• 工业卫生监测

• 危险化学品处理和控制

• 化学应急响应和预防计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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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环境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客户亚太地区200多

家供应商进行化学品管理跟进，包括PCB厂，电

子元件包装组、装厂等。该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包

括协助供应商进行受限物质清单（MRSL）申报，

提供网络研讨会培训（中英文），评定供应链商

MRSL的符合性以及MRSL危害和控制评估。该

项目还为未来电子供应链的化学品采购和宏观管

理提供了基础和方向。

客户：一家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

受限物质清单管理项目

一家领先的消费电子公司希望在中国供应链中开

展化学品风险评估和管理。安佑环境的技术人员

负责了设计并实施此项目，包括了80多家供应

链工厂和100多万工人。项目内容包括化学品在

工厂中的生命周期管理框架评估，化学品危害评

估，化学品健康和安全风险评估，化学品管理中

的风险管理，健康监测，培训和应急响应等。

客户：一家领先的消费电子公司

化学品风险评估与管理

主要项目经验

健康和安全风险管理



合规性审计 尽职调查 IPE记录撤除 场地环境调查 VOCs治理

危险废物减量 节能量评估 化学品管理 EHS法律法规 污水厂设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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