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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持续放缓，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加剧了传统水产行业的洗牌，人

们对水产品的卫生安全及可追溯需求急剧增加。面对国内最严环保督察令，如何解决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

养殖尾水排放及食品卫生安全等问题？我们是冷眼旁观还是勇于变革？

新时代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于变局之中开新局，北京牧洋生物公司的初心，是推广践行环境友好、营养

健康、绿色安全及可溯源水产食品的可持续生产方式，为改善人类的营养健康、膳食结构，保障食品安全，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亦不负这大好河山与青春韶华。

前言Q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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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北京牧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可控可溯源循环水养殖技术开发应用及生产管理，

实现水产品的可追溯、健康安全、无污染、环境友好及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公司在循环水处

理、水环境控制、养殖技术及实际生产管理领域内拥有领先优势，为成为水产养殖行业综合性服

务商而努力奋斗。

服务合作基地

先后与河北唐山、山东潍坊、陕西安

康等合作客户建立技术合作养殖示范

拥有技术人员数量

目前在职技术员工20人以上，其中

高级技术人才占比30%以上。

战略合作伙伴

与国内知名苗种、饲料、循环水养殖

设备供应商建立了良好关系。

服务合作

技术人才

资源整合

公司概况



公司介绍

公司发展历程

20182016 2019

通过自主创新，设计

了第一套南美白对虾

循环水养殖系统，并

开展中试实验，实现

单产14斤/平方的养

殖目标。

Company History

北京牧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虽然成立时间比较短，但发展势头迅猛，这得益于国家重视

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及食品安全，迫使传统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也给公司的发展营造良

好的外部及市场环境。

公司在河北唐山自主

设计对虾海水循环水

养殖系统，开展生产，

实现单产20斤/平方

的养殖目标，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

公司通过战略合作，

打通了循环水设备、

种苗、功能饲料、水

质调控、营养添加剂、

成虾销售等产业链运

营模式。

2020

公司与陕西壹加壹农

业战略合作，开启了

西部内陆地区加州鲈

鱼循环水+池塘生态

养殖运营模式。



公司成长

2018.12
公司成立

2019.3

公司由多位国内外技术专家发起创立，
正式开展循环水综合养殖技术服务。

2019.2

公司第一批虾苗在河北唐山海水

循环水养殖车间正式投产。

公司配套循环水系统设备设施OEM产品。

企业大事记



公司成长

2019.3

陕西安康淡水循环水及养

殖合作基地正式投苗

2019.5

2019.6

公司唐山基地开始持续实现对虾养殖单
产18~25斤/平方的产量。

公司向福建龙岩闽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2000平方循环水养殖大棚提供

技术支持。

企业大事记



公司成长

2020.10

2019.10

公司陕西安康基地开始陆续向当地超
市供应鲜活对虾。 2020.9

公司的河北唐山基地开展非洲斑节王对虾循环

水养殖达到10头/斤上市规格，单产突破14斤

唐山牧洋水产全面投产，循环水养
殖面积达到20,000平米以上

企业大事记



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 Company Mission

让营养安全、绿色生态、可溯源的水产品触手可及!
企业使命

企业核心价值观
Company Core Value

胸怀宽厚

诚信乐观

教学相长

精诚合作

活力创新

共享美好



企业文化

企业愿景 Corporation 
vision

合作养殖

科技企业

水产品产业园

依靠牧洋专业对虾养殖技

术沉淀，深入研发海产品

优质品种养殖，打造自营

现代化渔业产业示范园区；

以公司+基地的合作模式，

通过地方政府产业帮扶，

快速辐射和带动沿海传统

水产养殖业升级改造；

以海产品养殖和加工为主

体，以新品种繁育、生物

保健品、水产生态饲料等

上下游产业链为依托，打

造科技创新型农业龙头企

业；



产品及技术优势02



产品及技术优势

02

01

0305

06

04

产品
服务

循环水系统优化及水处理
设备集成服务

水质及生产数据
收集与分析

水产功能性饲料
OEM代工服务

循环水养殖技术
团队建设及人才
培训

水质管理及病害防控
水环境改良产品

功能性饲料
营养添加剂

产品及配套服务



产品及技术优势

◆牧洋公司设计的实用

型循环水系统搭配相

应尾水处理回收设施

可实现尾水回收利用，

达到的节能减排的环

保要求。

◆牧洋公司改造的循环

水工厂养殖的南美白

对虾单产实现22~25

斤/平米（海水循环

水），比肩业内高密

度同等水平。

◆牧洋公司提供的循环

水配套养殖技术方案

通过生物安全措施，

微生态控制手段，实

现绿色健康生态养殖。

零排放 高密度 纯绿色

◆牧洋公司提供的循环

水工厂对虾养殖技术

方案稳定性及成功率

高，业内传统工厂化

养殖成功率比较低。

成功率

我们的技术优势



产品及技术优势

固液分离技术
主要由转鼓微滤机完成，能有效
的去除水中80微米以上的污泥和
固体颗粒物。

温度调节
系统配有空气能或水源热泵，
控制循环水系统中的温度，使
水易于处理和全年养殖成为可
能。

移动生物床（MBBR）
移动生物床能有效的去除氨氮和亚硝酸盐，净化水
质。独特的设计使水和生物膜得到了更充分的接触。
同时无需更换维护和清洗。

增氧，脱气，pH调节
根据传感器可实现自动增氧，pH自动
调节，二氧化碳的自动去除等配套设
备，从而实现了系统智能化的养殖模
式。

在线水质控制系统
可增加水质数据采集分析系
统，实现了养殖系统水质在
线监测和针对不同突发情况
的水质参数预警及调整。

水环境的控制



饲料苗种

苗 种 功能饲料

OEM动保

产品及技术优势

战略合作伙伴

广东海茂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正大农牧集团有限
公司

唐山澳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进口设备

天津匠泽水产科技
有限公司

广东比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加入我们 join us03



加入我们

总经理助理（年薪30万）

1.  水产养殖、畜牧兽医、预防兽医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

2.  为人诚实守信、自尊心和责任心强；

3.  性格内敛沉稳、做事情细心仔细、有韧性和钻研精神；

4.  心胸宽厚、乐观开朗、善于理解和包容他人；

5. 有梦想、有追求、身体健康、能出差或驻场；

6. 勤学好问，善于向他人学习。

任职要求

1. 在分公司总经理的指导下完成循环水养殖车间的运营和生产管理；

2. 按照公司制定的养殖技术和操作规范培训并严格监督检查养殖生产技术规范落实；

3. 负责检查各项生产、库存和销售数据是否有误；

4. 负责养殖基地的员工的培训与管理。

工作职责



加入我们

总经理助理（年薪30万）

1. 基本工资8K/月，绩效工资2-6k根据能力和岗位定薪；

2. 绩效提成及奖金 10~20万/年，根据养殖基地的养殖规模；

3. 每两年考核优秀的人员享有公司股权激励；

4. 出差实报实销+驻场伙食补贴+话费补贴；

5. 灵活调休假制度，最长可连续带薪休假10-15天，组织定期体检或旅游。

6. 社会保险：五险，商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资薪待遇

1. 公司提供新人技术培训和实践技能的培养；

2. 公司提供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和各项管理才能培训与指导；

3. 规模化养殖基地总经理负责人虚位以待；

4. 大型工厂化养殖基地事业合伙人虚位以待。

培训晋升



加入我们

养殖车间主管（年薪20万）

1.  水产养殖、畜牧兽医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工作经验不限；

2.  为人诚实守信、责任心强；

3.  性格内敛沉稳、做事情细心仔细、有耐性和毅力；

4.  心胸宽广、善于理解和包容他人；

5. 有梦想、有追求、积极乐观、身体健康、能驻场；

6. 勤学好问，善于向他人学习。

任职要求

1. 在分公司生产经理的指导下完成循环水养殖车间的独立运营和生产管理；

2. 按照公司制定的养殖技术和操作规范执行并开展养殖生产；

3. 负责检测、上传各项生产、库存和销售数据；

4. 负责责任车间的养殖工的培训与管理。

工作职责



加入我们

养殖车间主管（年薪20万）

1. 基本工资5K/月，绩效工资1-3k根据能力和岗位定薪；

2. 绩效提成及奖金 5~10万/年，根据责任车间养殖规模；

3. 每两年考核优秀的人员享有公司股权激励；

4. 出差实报实销+驻场伙食补贴+话费补贴；

5. 灵活调休假制度，最长可连续带薪休假10-15天，组织定期体检或旅游。

6. 社会保险：五险，商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资薪待遇

1. 公司提供新人技术培训和实践技能的培养；

2. 公司提供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和各项管理才能培训与指导；

3. 规模化养殖基地生产经理负责人虚位以待；

4. 大型工厂化养殖基地项目经理虚位以待。

培训晋升



加入我们

设备维修主管（年薪15万）

1. 水电安装、机电维修、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技能，工作经验不限；

2. 为人讲诚信，信守诺言、有敬业精神；

3. 性格安静内敛、做事情不急躁，有耐性有钻研精神；

4. 勤学进取、善于自学或向他人学习；

5. 心胸宽广、善于包容他人，愿意主动沟通协调合作；

6. 热爱运动、勤奋好学、身体健康；

任职要求

1. 负责公司分基地的机电设备和水电设施的安装、维护和管理；

2. 按照公司的操作规范执行相关设备仪器及设施的定期维护和检修；

3. 负责检测、上传各项设备检修和运行数据；

4. 负责公司基地生产人员的设备操作培训和用电安全的管理。

工作职责



加入我们

设备维修主管（年薪15万）

1. 基本工资6K/月，绩效工资1-3K根据能力和岗位定薪；

2. 绩效提成及奖金 5~10万/年，根据负责的养殖车间规模和数量；

3. 每两年考核优秀的人员享有公司股权激励；

4. 出差实报实销+驻场伙食补贴+话费补贴；

5. 灵活调休假制度，最长可连续带薪休假10-15天，组织定期体检或旅游。

6. 社会保险：五险，商业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资薪待遇

1.  公司提供岗前的必要的养殖车间设备及设施的原理和技术培训；

2.  公司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和各项管理才能培训；

3.  规模化养殖基地高级设备工程师负责人虚位以待；

4.  大型工厂化养殖基地设备及后勤管理岗虚位以待。

培训晋升



联系我们

THANKS
谢 谢 聆 听

COMPANY：北京牧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TE:  2021-08-22

期待您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圆我们的梦！

地 址：北京市大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辅路甲2号凯驰大厦A610  

联系人：邓总 152 1028 6138（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