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王协办国祯环保2017年一季度市场工作会议
2017 年 4 月 17 日，“国祯环保 2017 年一季度市场工作
会议”在麦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召开。麦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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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包括公司领导；各事业部市场负责人、水环境 PPP 中

引领绿色，始终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

心负责人；麦王市场及销售负责人、市场管理部部分人员
等相关人员在上海麦王 10 楼大会议室开展 2017 年一季
度市场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介绍了麦王主要设备产品 / 工
艺包；总结分析 2017 年一季度市场工作开拓情况；通报
市场工作进展；讨论下阶段市场工作思路。
国祯环保 2017 年一季度市场工作会议圆满成功。国祯环
保徐本勇副总经理对市场工作进行了最新指示。本次市场
工作会议为各区域市场单位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交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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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平台，深入分享探讨了下一阶段市场工作的发展，使市场工作为企业的持续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麦王中华伦理道德教育学习班

休斯顿商会成员参观
TPCO Corpus Christi在建工厂
及学习交流座谈报道
2017年4月8日，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顿分会40多位会
员在李少林会长的带领下，一起到美国Corpus Christi
参观天津钢管TPCO America新投资建成的大型无缝钢
管厂房并进行学习交流座谈。麦王作为休斯顿商会的会
员以及TPCO最大的分包商之一，积极参与了此次参观
交流的相关工作。

P导读

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杰里·布朗，
麦王推动美国加州与四川成为友好城市

reparation for Reading
州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加州成为四川第29个“国际
友城”。美国麦王总裁王易虹女士、麦王董事长张

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杰里·
布朗，麦王推动美国加州与
四川成为友好城市

平先生积极推动加州与四川的交流，特别是在能源
环保方面，此次早餐会麦王邀请到了四川泸州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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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交流座谈会中，麦王受邀向休斯顿商会的成员介
2017年3月24日，麦王的学员们齐聚美丽的六安横排仙境国祯书

绍了公司概况，与TPCO业主一同向大家展示了麦王公

院教学基地，参加由安徽国祯书院举办的第103期麦王中华伦理

司在现场的项目进展，并分享了在美国获得项目、执行

道德教育学习班，聆听古圣先贤的教诲。

项目的相关经验。

安徽国祯书院副院长王灿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五福临门与智慧人

会后，休斯顿商会成员实地参观了麦王水处理项目和

生》;安徽国祯集团监事会主席李松筠老师结合自己学习传统文化

RM2项目的现场工作。麦王公司为业主服务时所体现的

的体会和企业管理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了“读了凡四训，修谦德

合作精神、互相学习的积极心态、高效及时的沟通方式

领导力”的领悟;徐州了凡书院院长武峻同先生引经据典，跟大家

给成员们留下深刻印象。成员们表示未来期望能与麦王

分享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提升境界和能量”这一观点;

有更多交流和合作的机会。

解。陆总裁结合自己对国学文化的心得和公司管理的经验，对大

在学习期间，早晨学员们会一同晨练并登山。山上的早晨，露水
还未干透，尚在叶尖上逗留。群山环绕着湖泊，在石阶的两旁是
茂密翠绿的树木。"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空气虽然带着些许的

中石化专家团观摩麦王美国
“零排放”等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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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为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寻求
与中国更紧密的合作。此次访问活动，加州州长访
问了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和北京3座城市。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加州州长布
朗，习近平强调，地方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

麦王中华伦理道德教育学习班

色发展等领域合作做出更多贡献。布朗表示，加州

州能为推动中美交流，促进两国在科技、创新、绿

长级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
高丽出席该会开幕式并致辞。麦王曾促成施瓦辛格
和布朗等加州州长4次访华，此次加州州长访华，
麦王全程陪同，积极帮助促成中美之间环保能源的
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加强了中国
与加州的互联互通和互利合作，积极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此次会面也是对麦王长期以来作为中美
环保能源使者工作的高度认可，麦王将继续推进两
国间的交流，促成更多的合作，弘扬丝路精神。

珍惜同中国的传统友谊，加州政府长期致力于同中
国地方政府积极对话与合作，期待加强同中国地方
政府在经贸投资、清洁技术、低碳环保等领域合
作，推进人文交流，为中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麦王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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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近期访

支柱，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希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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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第二届创新使命部

麦王协办国祯环保2017年一
季度市场工作会议

休斯顿商会成员参观TPCO
Corpus Christi在建工厂及学
习交流座谈报道

寒意却令人的精神愈加激荡。

会后，麦王陪同州长参加6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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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何从事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发言。

继6月4日加州州长参加麦王在成都举办的早餐欢迎

麦王亮相北京国际环保展，
总工黄祁博士在论坛主题发言

麦王受邀参加第四届全国煤
化工水处理技术发展与煤化
工副产结晶盐标准研讨会

麦王总裁陆军在此次课程中分享了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和理

长与泸天化等合作伙伴共同出席。

美国加州州长布朗先生任命
美国麦王总裁王易虹女士为
加州公务员薪酬委员会委员

扫描二维码
或搜索“麦王环境”
关注微信公众号
www.mcwongtech.com
www.零排放.cn

6月4日上午，麦王与加州中心在成都为到访四川的
美国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先生举

行了早餐欢迎会。布朗先生是历任州长中第一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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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四川的州长，此次布朗造访成都，四川与美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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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长布朗先生任命美国麦王总裁王易虹女士
为加州公务员薪酬委员会委员

中石化专家团观摩麦王美国“零排放”等项目现场
2016年下半年，中石化八位专家应麦王诚挚邀请，组成考察
团亲赴麦王美国项目现场进行参观访问。期间，专家们在麦

2017 年 5 月 24 日，萨克拉门托市 — 加州州长杰里 · 布朗

王专业工程师的陪同下，深入麦王加州的“零排放”项目、

（Jerry Brown）先生宣布任命美国麦王总裁王易虹女士为加

土壤/地下水修复项目和固废处理项目等现场，参观了麦王多

利福尼亚州公务员薪酬委员会委员。王女士自 1997 年起担

项专有技术和装置在这些项目中的实际运行情况，并前往麦

任麦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同时王女士也是加州商会（美国最

王位于美国加州首府Sacramento的公司，针对包含“零排放”、

成功的的商会之一）董事会董事、加州亚太商会董事和国际主

土壤修复、IBR一体化生化反应器等技术进行了专题技术交流。

题公园协会（TEA）亚洲董事会成员。

麦王总裁Alex Ping Zhang与中石化专家团在麦王加州公司会

在 1990 年，加州选民通过了 112 提案，然后便成立了委员会

晤，展开深层次交流并共同对中国的“零排放”和土壤修复

用于决定立法机关成员和州政府官员的薪酬、医疗保险、牙科

等市场前景进行预测。通过此次在加州的参观交流，中石化专家们更全面了解麦王的主要产品、工艺技术和项目运营等情

保险和其他的福利。提案 1F 也在 2009 年被选民通过，用于

况，并对整个考察安排给予了极大的赞赏和肯定。

阻止委员会在财政赤字的年份增加民选官员的薪酬。
王女士是第 7 位被州长任命为委员会的成员，任职时间为 6 年。王女士说：“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委员会的一员。加州公务
员薪酬委员会拥有明确的责任和绝对的权利得以决定加州州议员和宪法官员的年薪和福利。加州州长和加州的人民赋予了我这么
重要的职责，我保证一定会尽全力保证公正与准确。”
王女士被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州公务员薪酬委员会委员是对王女士多年来商业工作的高度认可，是对麦王作为工业领域一流环境综
合服务商的实力肯定。

麦王受邀参加第四届全国煤化工
水处理技术发展与煤化工副产结晶盐标准研讨会
2017 年 5 月 9 日 -10 日，由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中国
新型煤化工绿色发展联盟、鄂尔多斯市环保局联合主办的
第四届全国煤化工水处理技术发展与煤化工副产结晶盐标
准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市顺利召开，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十

麦王亮相北京国际环保展，总工黄祁博士在论坛主题发言

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解
决当前制约煤化工行业绿色健康发展的废水处理问题。

6月13日，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主办，环境保护部、工业

麦王高盐废水解决方案主要有二条，其一，当高盐水废水允许

和信息化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支持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处理达标排放时，采用麦王专有的高级氧化装置（如异相催化

环保展览会（CIEPEC2017）于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反应器 HCOR）结合生化（生物巢 BioNest）等工艺技术去除

本届展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逾700家企业参展。麦

高盐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 COD、NH3-N、TN 等，从而达标排

王环境-国祯环保联合展台，位于国展中心5号馆，整体设计

放；其二，当高盐废水无法排放时，采用不同预处理和膜处理

风格简约时尚，充满现代感、科技感，一经亮相便迅速成为

工艺组合并耦合无机盐工业结晶工艺，实现盐分质分离，提取

本次展会关注的焦点，引得观展嘉宾纷纷驻足咨询交流。

出价值较高的盐类，既减少危废量，也实现高价值盐份资源化
综合利用，实现废水“零”排放。回用水处理的 RO 浓水处理允
麦王总工黄祁博士、市场部陈卫玮副总监以及技术部专业

许排放时，尽量处理到达标排放；浓水无法排放时，则进行浓

从事化工工业结晶研究的钱媛媛博士受邀参加此会议。本

缩并分质结晶，
实现盐份的资源化利用。

会议吸引了全国百余家煤化工企业近 450 名专业技术人
业废水领域的技术产品，并就“高盐废水解决方案”向与会
人员做了重点阐述，并结合麦王典型案例，获得了台下观众

麦王携高级氧化技术之异相催化反应器 HCOR、生物巢处理
技术 BioNest、麦王零排放工艺包等技术展出成为会议一大

陈副总监以“高盐废水解决方案及典型案例”为主题，结合

亮点，得到参会人员的极大关注，众多业内知名煤化工企业通

麦王煤化工水处理领域的一系列成功案例，介绍了麦王 20

过参观麦王展台、和专业人士洽谈沟通，对麦王综合实力、专

13日下午，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等领导来到麦王环境-国祯

多年来在煤化工 / 石油化工领域处理高盐废水的方案和领

业程度和成功案例予以高度肯定。

环保联合展台，与现场工作人员进行长时间交流，对技术和

先技术。

的热烈响应和高度评价。

间麦王顺利开展了主要技术和设备的交流和宣传工作，为客

喜报

设备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本届展会于6月16日正式结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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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加。

麦王获得“石油化工废水处理年度标杆”殊荣
麦王荣获中煤蒙大项目“优秀管理团队”荣誉

6月13日上午，在难处理工业废水“零排放”及工业节水技术

户一对一详细讲解麦王最省钱的“零排放”工艺，此工艺针

分论坛，麦王总工黄祁博士就“高盐废水解决方案和“零”

对复杂水质，独特的高效膜浓缩技术与废水渣盐资源化技术

麦王中标中盐红四方项目

排放工艺”为主题发言。黄祁总工首先详细介绍了麦王在工

结合，为企业量身定做，轻松实现“零排放”。

麦王中标康乃尔污水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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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王与烟台万华二次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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