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

饮用水环境
正遭到严重
监察部的统计显示
我国水污染事故近几年
每年都在 1900 起以上

我国水资源现状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只有
2200 立方米，在世界上名列 121 位，是全球 13
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中国现实可利
用的淡水资源量则更少，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
为 900 立方米，并且其分布极不均衡。到 20 世纪末，
全国 600 多座城市中，已有 400 多个城市存在供
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 110 个，
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 60 亿立方米。其中北京市的
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 1 ／ 13，
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我国饮用水水源污染现状
中 国 的 饮 用 水 源 污 染 非 常 严 重，
对中国 532 条河流的污染状况进行的
调查表明，已有 436 条河流受到不同
程 度 的 污 染， 占 调 查 总 数 的 82%。
中国湖泊达到富营养水平均的已达
到 63.3%，处于富营养和中营养状态
的湖泊水库面积占湖泊水库总面积的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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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长春联创水务公司由五位环境工程学博士于 2000 年
9 月联合创立。公司总部现位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司现已形成从水处理工程设计、咨询，水处理专

创建街 169 号。现注册资金 1500 万元，总资产 5000 余

利技术设备及专用填料的生产提供，安装调试，到工程

十余年全国一百多家水厂应用了我们的核心技术

万元。公司拥有 20 多项专利技术，是中国水处理行业的

总承包“交钥匙”的一条龙技术服务体系。公司建立了

2004

我们始终致力于安全饮水技术的研究与水污染的治理

资深优秀企业。

完善的专家顾问体系，可针对水处理工程技术及策略问

2003

从水厂建设到民用终端优质水系统，我们始终在行业内领先

2008
2007

五位环境工程学博士于 2000 年联合创业

2006
2005

公司与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市政工程

题，提供全面优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可采用工程、工

2002

东北设计研究院等高等院校、科研设计单位进行产、学、

艺总承包的形式，“包水质、包水量”地为用户单位解决

2001

研联合，并利用这一联合体系的科技创新、开发转化等

实际问题。

2000

优势，发展十分迅速，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效益与

东北师范大学直饮水

长春三水厂净水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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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柳河新建净水厂

长春邦迪汽车公司优质饮用水

西安外国语大学直饮水

万达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优质饮用水工程

东北制药厂中水回用工程

华能玉环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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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单位用户安全饮水解决方案

UNION PROMOTION WATER ENGINEERING CO.,LTD.
The urban units subscribers safe drinking water solutions

Eliminate hidden dangers,
reject bottled water!

排除隐患，拒绝桶装！
①“黑心桶”是指有些厂家使用报废光碟、PET 制布有光料、回收废瓶料

现制现饮，健康首选！
①
healthy choice!
The current system is to drink,

国际上最先进的超滤 (UF) 与反渗透 (RO) 技术
相结合。

②采用最先进的紫外线消毒技术 24 小时循环水
路，无死水，无毒副作用。

甚至塑料洋垃圾炮制的水桶，黑桶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多种元素和有毒的
化学物质，伤害人体消化及神经系统。

③根据不同水源及水质情况，采用不同的前处理
技术，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②桶装纯净水启封饮用时，纯净水长时间与空气接触，极易受到空气中细
菌的污染，且饮水机长期得不到有效清洗和消毒，更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
受到二次污染的问题更加严重。

③生产桶装、瓶装纯净水的部分企业不合格，如无卫生许可证、使用劣质
桶灌装饮用水或不经消毒处理重复使用回收桶等种种问题。

④送水工流动性大，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存在治安隐患；备用桶需要
占用好多的办公或仓储空间；更换水桶时女性员工大多无力单独完成，

④根据用户使用情况，现场勘察、量身定制，让
我们的客户投入最小，收益最大。

⑤ SS304 不锈钢机体，美观大方，承诺使用寿
命不低于 15 年。

⑥专业检测机构定期对出水进行检测，确保出水
连续稳定、安全优质。

极不方便。

⑦专业售后队伍 24 小时提供优质服务，让用户
无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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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单位用户安全饮水解决方案

UNION PROMOTION WATER ENGINEERING CO.,LTD.
The urban units subscribers safe drinking water solutions

用户范围：高端住宅小区、办公楼、学校、医院、工厂、宾馆等……

User

设备间
厂房各作业区

（制水主机）

High-end residential quarters, office buildings,
schools, hospitals, factories, hotels and so on ......

门卫（挂机）

（封闭型立式终端机）

办公楼
（通用立式终端机）

食堂
（不锈钢水台、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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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单位用户安全饮水解决方案

UNION PROMOTION WATER ENGINEERING CO.,LTD.
The urban units subscribers safe drinking water solutions

联创纯水机

主机
系列

LC-UF 系列超滤机

LC-RO 系列反渗透机

出水 2T-100T/h，适用于自来水水源
的大水量深度处理。

出水 0.2T-100T/h，适用于地下水及
地表水水源的大水量深度处理。

LC-XC 系列小型纯水机
出水 0.2T-2T/h，适用于地下水及地
表水的小水量纯水处理。

LC-SW 系列商务机
出水 100G-800G/d，适用于自来水
水源的小面积办公室使用。

LC-SK 系列刷卡机
出水 0.2T-2T/h；适用于自来水水
源的刷卡收费模式的场所。

我公司采取销售、

租赁、合作运营
等多种方式供用户

联创纯水机

选择。

终端机
系列

LC-BG 系列终端机
电子制冷方式，适用于小空间
使用。

9

LC-LS 系列终端机
压缩机制冷方式，适用于办
公室使用。

LC-HH 系列终端机
豪华型制冰机，适用于高
档办公场所或酒店。

LC-ST 系列饮水台
冷热温三种出水模式，适用于餐厅、
食堂。

LC-KSJ 系列开水机
适用于医院、学校、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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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及海洋作业单位饮水解决方案
UNION PROMOTION WATER ENGINEERING CO.,LTD.
Wild and marine operations units——drinking water solutions

移动制水，安全快捷！
quickly + safely!

①好多地区地下水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高氟、高砷、苦咸、
污染等，不能直接饮用。

②河流及湖泊水体有机污染严重，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无法直
接饮用。

③海水中含有大量盐类和多种元素，各种物质浓度太高，如果
饮用，会导致某些元素过量进入人体，影响人体正常的生理
功能，严重的还会引起中毒。

④钻深井取水费用高昂，远程用罐车取水耗时耗力，都不适宜
野外作业单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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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及海洋作业单位饮水解决方案
UNION PROMOTION WATER ENGINEERING CO.,LTD.
Wild and marine operations units——drinking water solutions

用户范围
油田作业 / 海洋作业
野外施工 / 野战部队等单位

Range of users
Oil field operations / marine operations
field construction / field armies

大货车型纯水机
客车型野外餐车
军用纯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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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式纯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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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有识之士 共创碧水蓝天
10 年间我们的水处理设备为近百家（包括核电在内）工、民用客户提供服务

我们服务的部分客户
市政净水厂

工业净水厂

民用终端优质饮用水

长春水务集团公司

华能玉环电厂

万达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双阳区自来水公司

吉林燃料乙醇公司

东北师范大学优质直饮水系统工程

辽源市自来水公司

吉林通化钢铁公司

松源市自来水公司

东北制药总厂

延吉市自来水公司

江苏理文造纸厂

一汽财务公司优质饮用水系统工程

九台市自来水公司

海南昌江核电站

长春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优质水系统工程

西安外国语大学优质直饮水系统工程
吉林工商学院优质饮用水系统工程
梅河口市人民检察院优质水处理系统工程

北京公司
地址 : 海淀区永丰产业基地新材料大厦 615 室

电话：010

58711646

长春公司
地址 :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创建街 169 号
传真 : 0431 8107 6934
电话 : 0431 8107 6935
E-mail：public@upwaters.com
:
400 电话 400 666 9255
邮编 : 13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