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接待单位简介 
（按报名先后时间排序） 

 

1. 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 

 

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是全国首个以环境服务业为主题的产业试点项目。

2011 年，生态环境部正式批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试点建设“国家环境服务业华

南集聚区”，充分运用南海区经济基础优势和区位优势，以整个南海行政区为产

业区域，集聚发展环境服务业。九年多以来，南海区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环保

产业发展扶持和奖励政策，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吸引了大约 1000 家各

类型环保公司在南海区注册成立，初步实现了模式高地、政策高地、产业高地等

“三大高地”的集聚式发展成效。热烈欢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自治区）

高铁沿线城市从事各类环保业务的公司、行业协会和其他机构预约来访。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叶芷含 

联系电话：13392259528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深海路 17 号瀚天科技城 A 区 8 号楼二楼 

2.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佛山国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广东恒健资本等国有

资本控股的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323）。拥有完整的市政公用产业链，

实现了“水务全产业链+固废全产业链+燃气经营”的市政产业布局，连续 6 年蝉联

中国固废行业十大影响力企业、连续 7 年蝉联中国固废和水务行业最具社会责任

企业，也是中国环境企业 50 强、广东省环保骨干企业。截至目前，公司注册资

本约 7.6 亿，总资产约 230 亿，净资产约 75 亿。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65 亿，

净利润约 10 亿，现有员工 2 万多人。 

瀚蓝环境固废处理服务范围覆盖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北京、

辽宁、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 15 省市 40 多个城市。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陈小钿 

联系电话：15920536057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融和路 23 号瀚蓝广场 12 楼 

 

 



3. 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长天思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7 月，总部位于国家环境服

务业华南集聚区——瀚天科技城，是国内较早从事智慧环保物联网的科技企业。

公司依托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为政府、企业、公众提供智慧环保物联

网服务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涵盖环境自动监控、VOCs 在线监测和综合治理、环

境第三方检测等多个方面。 

公司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获得全国首批自动监控系统（水、气）运行服务能力一

级认证证书，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环境教育基地，组建广东省环

保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担任广东省环保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秘书处单

位、广东省环境监测协会自动监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公司荣获国家环境保护

产业企业信用等级 AAA 级证书、广东省环境污染治理设施优秀运行服务单位等

多项殊荣。公司采用“标准化线上平台+本地化线下服务”的环境自动监控系统运

维模式，业务范围已经覆盖广州、佛山、肇庆、清远、茂名、榆林等地市。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张广昕（经理） 

联系电话：13929980632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深海路瀚天科技城 A8 号楼 302 单元 

 

 



4.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是省内第一所以培养生态环保、节能低碳及相关专业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要特色的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学院，座落于历史文化名

城佛山市。学院环境优美，教学生活设施完善。学校现有学生 1 万余人，教职工

600 余人。 

 

学院重视内涵建设和创新发展，2017~2019 年连续三年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

校工程”考核中，位居全省同类高职院校总分第一名。学院重视产教融合，主动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科研经费投入连续四年在全省高职院校中位列前四。学院重

视实践教学和技能培训，学院学生在各种各类技能竞赛中成绩斐然，办学以来，

我院学生在技能竞赛中分别获得国际级奖 6 项、国家级一等奖 14 项、国家级二

等奖 49 项、国家级三等奖 83 项及省市级各类奖项 391 项。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孙晶（老师） 

联系电话：13929965110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丹西路 98 号 

 



5. 广东柯内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近 20 年环保行业的沉淀和积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行业领先的竞

争力。打造了自主知识产权的端对端全链条数据服务开发和支撑能力的环保大数

据平台；拥有了基于边缘计算，企业画像，生态行业知识图谱等国内领先人工智

能的核心技术；吸引了曾在世界五百强微软、IBM、阿里、腾讯等公司就职的众

多优秀人才加盟；构建了面向产污、集污、治污、排污的全过程动态监管和数据

保障体系；实现了对河道水质监测、溯源、应急管理和科学治理的闭环运营； 

开发了面向智慧环保领域的一系列应用解决方案和产品（白海豚、猫头鹰、犀牛

鸟、巡城马、八爪鱼等）；落地了包括环境生态部重点推广项目，广东、天津等

多个省市的环保大数据示范项目。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余娟娟（行政总监） 

联系电话：18807578499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深海路 17 号瀚天科技城 A 区 5 号楼 3 号门 6 楼 

 

 



6. 佛山市启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启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环境工程、设备研发设计制造于一体化的

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创新研发各种贴合民营中小微生产企业实际情况的环保型

生产设备，公司推出的小型工业集尘器、环保型废气处理抛光打磨一体化设备、

环保型砂带机等创新产品，性能优越稳定，价格合理，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

供不应求。公司还创新设计了活性炭移动式上门脱附综合解决方案，正在寻找志

同道合的环保同行，共商合作。 

热烈欢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自治区）高铁沿线城市的环保同行预约

来访，期望与你达成合作关系。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王洪（总经理） 

联系电话：13798682994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吉利工业园新源二路 6 号 B 座第 5 仓 

 

 



7. 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有色金属园北园，注册资

本 1 亿元，属省国资委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股企业。总投

资约 5 亿元，其中 A 区累计投资额约 1.1 亿，B 区计划总投资 3.9 亿，已完成投

资总额约 4.35 亿元。占地面积 92 亩，其中 A 区约 25 亩，B 区约 67 亩。 

 项目分 A、B 两区，总项目建成后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置能力为 4.97 万吨，

目前已建成运营 A 区，B 区在建/完工总进度约 92%。A 区工程年综合处置废弃物

19,700 吨。B 区年焚烧处置废物 30000 吨。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梁满坚（经理） 

联系电话：18566050555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有色金属园北园金荣路 

 

 



8. 广东欣之家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欣之家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环保设备的研发、设计、制作、销

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自用生产厂房面积 10,000 平方米，为国内多

个省市的环保公司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环保设备研发和生产加工、安装和调

试配套服务。热烈欢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自治区）高铁沿线城市的

环保同行莅临交流，商谈合作，订制（可贴牌）各种环保设备，尤其是工业有机

废气净化处理设备、工业废水净化设备。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温小姐 

联系电话：13226670904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榄村工业开发区自编之一 

 

 



9. 佛山市科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蓝环保是一家从事油烟净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企业，公司总部位于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力合科技园，生产工厂位于广东省江门市雅瑶镇朝阳

工业园。蓝环保总部规模建筑面积超 2000 平方米，生产基地规模占地 55 亩、总

建筑面积超 60000 平方米，全体职工 400 余人。公司通过 ISO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通过中国环境保护

产品认证、欧洲 CE 认证、美国 UL 认证。主要产品包括工业静电式废气净化设备、

餐饮油烟净化器、隧道空气净化设备、庙宇空气净化设备等，产品年产量约 40000

台。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梁蔼莹 

联系电话：13889921959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东路 99 号力合科技园 4 栋科蓝环保 

 



10. 佛山市尘博仕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我公司专注于工业废气除尘技术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制造，在广东、广西、湖南、

江西等省（自治区）的同行业环保专业市场具有良好的声誉。我公司自主品牌“尘

博仕”环保除尘设备，为众多企业的指定采购产品，尤其是铜铝冶炼、工业锅炉、

窑炉、垃圾焚烧、矿山碎石、木工涂装等八大行业的企业……。 

热烈欢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的环保同行来我公司参观和交流，探讨合作，

共议工业除尘事业，共谋发展大计。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陈汉华（总经理） 

联系电话：13927708163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南顺联围平东均安工业区 

 

 

 



11. 佛山市富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利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佛山市的产业特点，以惠州 TCL 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龙善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处置项目为处置

终端，建立的危险废物的专业收集、贮运中心，专门收集佛山市内具有区域特征

污染物的危险废物，再进一步集中分类处置。我司具备相应贮存危险废物的场地

条件和管理人员。富利源环保已取得佛山市危险废物收集备案，共可对 14 大危

废类别进行收集中转贮存。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冯工 

联系电话：18029337050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逢涌象台村和桂工业园夏西工业区 38 号 

 

 



12. 广州舒国生物科技集团 

 

广州舒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国内最专业的微生物菌

种制造，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公司。舒国是广州舒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一个品牌。公司运用现代和原始的生物技术相结合，采用先进的发酵工

艺及冷冻干燥法制造各类微生物菌剂，菌种纯度高，活力强，有各种倍数

（10-10000 亿）产品。主要产品餐厨垃圾降解菌剂，牲畜粪便除臭降解菌剂，猪

益生菌剂，水产水质净化剂，去油污微生物洗涤剂、工业废水脱色剂；硝化细菌、

枯草芽孢杆菌、解淀粉芽孢杆菌、光合细菌、酵母菌、双歧杆菌和乳酸菌、粪便

发酵菌剂、废弃畜禽降解酵素等菌剂和菌种，广泛应用于农业、水产养殖业、动

物饲料和环保等行业，为更蓝更绿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广州舒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广州市先烈中路中科院大院内，生产基地位

于韶关高新企业工业园。拥有 2000m2 的厂房，低温冷库、无菌室、液体发酵车

间、冷冻干燥车间，检测实验室、GMP 车间，可提供菌种筛选——菌种保藏——

中试发酵——产品检测等一条龙服务。 



 

广州舒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国内外多家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全面战略合作关

系，包括华南农业大学、香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在技术人

才、菌种资源、发酵工程技术、生产检验设备、人才培训、技术服务等各个方面

实现全方位的合作，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共同开发，打造中国微生物产业第一品

牌——”舒国”，美丽中国、造福人类。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张国立（董事长） 

联系电话：18929510813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天健广场 A 座 AQ4042 

 

 



13.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仪器”）成立于 1996 年，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南华仪器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

码为 300417，股票简称为“南华仪器”。现有产品包括机动车排放物检测仪器、

机动车环保检测系统、机动车安全检测仪器及机动车安全检测系统，包括各种计

算机检测/管理网络控制系统软件。系列产品已被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及部队的检测/维修机构选用，还广泛出口欧、美、亚等国家。企业及主导产品

均取得国家计量部门相关认证和 ISO9001 质量认证，是目前国内自主拥有核心技

术、制造全部检测线主体设备的专业化企业。 南华仪器建立了一条从零部件研

发设计、单台仪器及系统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全程技术支持至售后服务的产业链，

能够全面满足机动车检测站的建站需求，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南华仪器依托

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和优秀的软件开发应用能力，掌握了所有产品的主要核心技

术，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广东省空气环境污染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郑秋贤（经理） 

联系电话：18302049814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科泓路 1 号 



14. 深圳市朗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朗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是全球水质在线监测产品最丰富的创新型高科技

公司，致力于水环境管理平台、智慧运维管理平台、系统集成、微型智能水质监

测站、全系列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仪器、实验室自动化与应急检测仪等系列产品

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朗石是国家重金属检测十佳企业，是国家水站建设

设备供应商，产品广泛应用于污染源、地表水、现场应急等水质监测领域，为超

过 1500 家环境监测站、2000 多家大中型企业、100 多家高校科研院所提供精准、

可靠、稳定的监测设备和服务。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杨嘉玲 

联系电话：15692410889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中一道 2 号长园新材料港 9 栋 4 楼 



15. 佛山市粤嘉鼓风机有限公司 

  

佛山市粤嘉鼓风机有限公司成本于 2005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离心风机、罗茨风

机的民营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环保工程，铝材行业，冶炼厂，陶瓷厂等等，

公司技术层面深厚，特作的产品效率高，15 年来务实创新，兢兢业业，得到业

界的一致好评。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邓培生（总经理） 

联系电话：13827779976 

地址：佛山市罗村下柏第三工业区创业路 A3 号 

 

 

16. 佛山早稻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早稻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在早稻田大学联合日本经济产业省与广东省人民

政府开展产官学合作的背景下成立，是连接中日政府、民间企业开展友好交流、

人才培养、技术合作的服务公司。公司致力于节能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技术转

移及产业化，构建早稻田环境服务体系，为制造企业提供全面的环境解决方案。 

 



为帮助在华日资企业积极面对中国日益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主动规避违法风

险，南海区将举办 2020 年中日节能环保服务论坛，构建专业服务体系，专门为

在华日资制造企业系统提供解决方案，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安排如下： 

 

一、论坛主题： 

深化中日合作，构建日资企业环境服务体系 

 

二、活动内容： 

（1）参观 9 月 23-24 日 中日节能环保合作展览专区（接受免费咨询服务） 

咨询内容：环境咨询（环评、排污证代办、排污证证后服务等）；环保设施代建

代管代运营；环境工程（废气、废水、噪声）；环境检测、监测；固废危废管理、

转运以及处理处置；固废危废减量化及综合利用；场地调查、环境修复；节能技

术与装备；环境相关税务和法务。 

（2）出席 9 月 24 日上午服务论坛 

◇议程： 

1.中日双方代表致辞 

2.中国环保法律法规的现状和形势以及在华日资制造企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主讲：广东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齐水冰] 

针对企业面临问题展开经验分享及对谈 

 [中方专家代表]、[在华日资制造企业代表] 

3. 从环境服务体系的角度思考日企环境风险管理对策 

—面向日资制造企业构建新型环境服务体系— 

[主讲：林慈生 佛山早稻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 交流与讨论 

 

三、组织单位：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主办，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广州代表处、工场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协办，佛山早稻田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承办。 

 



四、活动时间： 

（1）展览专区： 

2020 年 9 月 23 日（周三）至 24 日（周四）10:00-16:00 

（2）服务论坛： 

9 月 24 日（周四）上午 9:30-11:30 （9:00 开始签到） 

 

五、活动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樵山文化中心（南海区开发区大道） 

  

六、报名方式： 

（1）通过链接登录报名：https://www.wjx.cn/jq/88381299.aspx，请把链接复制

到浏览器打开。 

（2）识别二维码登录报名 

 

 

开放时间：9 月 23 日-24 日 

联系人：林慈生（董事长） 

联系电话：15820696653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深海路 17 号瀚天科技城 A 区 8 号楼 206 

 



17. 广东瀚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我司 2017 年积极响应李克强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上提出“蓝天保卫战”号召，落实环保治理，广东瀚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当年成立。 

我司坚定响应国家号召，努力为企业提供优质、专业的环保服务项目。公司从市

场导向出发，积极落实数据信息，针对市场不断大力开拓各项环保业务。在准确

把握国家政策、方针的同时，迅速组建技术部（主要负责对接企业完善环保手续，

其中包括环评、排污证、验收、监测、应急预案等），工程部（主要负责对接环

境治理工程），销售部（主要负责开拓环保市场，直接对接客户，为客户提供环

保服务）三大部门。目前，拥有注册环评师、环保专业本科 10 人，专科 6 人，

专业服务团队 12 人，公司仍在不断拓展专业人员队伍，为成为综合性专业化公

司而努力。其中技术部主要进行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工程部则是将我们的研发

及环保项目落实到位。从研发到落实严格把关，广受好评。 



我司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发展迅速，业绩不断突破。从 2017 年的销售业绩突

破目标 100 万，到 2018 年的 500 万，再到 2019 年的 1000 万，连连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并于 2019 年在肇庆市建立分公司：肇庆市瀚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实

现了为客户提供专业、高效、一体的标准化服务。 

我司以环保事业为己任，不断拓展业务能力，为我国的环保工作奠定和贡献了坚

实的力量。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杜庆杰（总经理） 

联系电话：13923208184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石龙南路 1 号嘉邦国金中心 2 座 1205 室 

 

 



18. 广东绿之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从事环保设备的研发、制作及环保系统工程的整体施工，坚持用户至上，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行业内最高标准的设计与施工管理。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曾海华（市场总监） 

联系电话：15107576668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东路 99 号力合科技园 10 栋 1105 室 

 

 



19. 广东象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象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环境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代码：

230255），业务领域涵盖：固废处理、有机废弃物处理、污水处理、疫情禽畜处

理、再生资源等。历经多年的深耕，象博已形成集研发、咨询、设计、制造、工

程总承包、营运、投融资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邝霞芳（经理） 

联系电话：13760961505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建沙路东一街区 1 栋 28 号一栋 330-333 室 

 



20. 广州合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合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2018 年获得广东省高新企业。本

公司由一支从事环保行业长达 20 年以上的技术工程师组成，依托长期实践经验

积累，切合客户及市场的需求进行环保技术开发应用为核心的研发型企业。一直

专注于：危废减量资源化利用，污泥低温干化，高难度废液低温蒸发，微生物复

合菌种，河道生态治理，生物除臭，各类污水中水回用及零排放的技术研发。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吴霞芳（总经理） 

联系电话：15011857886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 39 号 C1 座 318-322 房 



21. 佛山市科思博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思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低碳、环保、节能、安全的系列产品

厂家，核心产品：油烟净化一体机、商用电磁炉。现拥有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先

进的生产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力量，现代科学管理和严格测验，产品深受国内外商

家肯定。 

公司自成立以来，制定了品牌形象塑造的战略规划，深知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品牌形象塑造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是质量、技术、名称、设计、声誉

附加值的综合体，我们把企业的愿景和经营理念注入到品牌建设的日常细节工作

中。公司在依品牌为核心战略规划下，制定了企业与市场经营的策划活动，其中

包括宣传策划，渠道和招商策划，新品上市策划，客户有关系策划，并实施落地

执行，受邀广东电视台《全城起筷。我是煮角》栏目选用品牌，广东卫视《技行

天下》栏目选用品牌，多地高速入口广告位，等线上线下立体网络通道。 



 

质量是品牌的基石，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产品研发团队，以创新为宗旨，不

折进取，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 项核心技术发明专利，11 项实用新项专利，

另有 3 项技术发明专利审核中，公司获得 3 项行业内的资质认证。高薪聘请生产

管理人员，制定并实施全厂 5S 管理，全体共同努力，精工细作，不断进取，务

求高质。使产品以其有创新设计和超高的稳定品质，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刘文清 

联系电话：18942426768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科宝北路 

 

22. 佛山市弘峻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我司专业从事水质净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配套工程安装等相关业务；工

程涵括工业纯水，工业污水处理，生活污水处理以及河涌生态修复治理。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陈师楚（总经理） 

联系电话：13929172495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33 号金盈绿岛国际中心 A6 座 1608 



23. 佛山市环境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环境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3 月，历史悠久。目前全日制技术

人员五十多名，国家环评师、国家环保工程师、高中级工程师二十多名，自有环

价、设计、承包等多项专业资质。 

承担并完成了印染、陶瓷、食品、制药、铝材、钢铁、电镀、线路板、皮革、塑

料、造纸、化工、医院、工业窑炉、火电、饮食等行业的环保项目数千项，多次

获得科技荣誉和奖项：1994 年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 年任《国家科

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依托单位；2009 年荣获广东环保科技三等奖；2010 年任

中科院院地合作项目技术应用推广单位；2013 年任佛山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会

长单位；2013 年担任佛山禅城区绿色环境促进会会长单位。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梁龙威（总经理） 

联系电话：13809213731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简平路 1 号天安创新大厦 801/817/818 单元 

 

 



24. 佛山市雅洁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洁源创立于 2001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物联网+”水处理设备研发、设计、制造

及服务的企业，服务涵盖“物联网+”、医疗纯水、中央管道直饮水、污（中）水

处理、应急用水等。 

雅洁源致力于整体水处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获得数十项国家发明专利，参与多

项国标、行标、团标的起草与制订。雅洁源以为广大民众提供安全饮水为己任，

完成反渗透、水路净化、分质供水系统技术的开发研究及实际工程的应用，直饮

水设备开发，满足大众的饮水需求。 

雅洁源是一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有感于汶川地震中灾民饮水困难，先

后研发出多款应急饮水设备，并于 2008 年起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救援活动，保

障了灾民和救援人员的饮水安全。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李雅奇 

联系电话：17671012210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园北约工业区 G 座厂房四楼东侧 

 

 



25. 佛山市南海达毫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达毫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保科研、设计、生产、销售安装、

维护于一体的高端环保设备专业制造商。 

公司创业以来，以独特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严谨的态度和不断创新的理念，持深

入客户现场，了解客户不断变化的工况和需求，认真听取客户反馈的情况在多个

领域的各类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累积了大量的工程考察、设计以及施工经验先后开

发出旋流洗涤废气净化设备、高效喷淋废气净化设备、双旋气动混流净化设备、

湿式静电除尘器等系列、标准化产品，产品远销国内外，深得新老客户的厚爱，

收到了广泛的赞誉和欢迎！ 

公司以“质量为主，科学管理，注重信誉”为宗旨，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为人类生存环境做出更多贡献。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朱叶毫（经理） 

联系电话：13622523023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松石路旁穗港加油站南佛山市南海铁煌贸易有限

公司自编 C1 

 

 



26. 佛山市玉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玉凰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成立于佛山市南海国家环境服

务业华南集聚区内，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公司是一家具有自主研发及知识

产权的科技企业，主要从事环保工程、水利工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一级 A）、

污水处理厂扩容及提标升级改造等、尤其在河道生态修复方面具有独特的专利技

术及产品。公司使用微生物技术、微生物增效系统、生物载体技术、强化增氧技

术、河道表面浮油收集处理技术对黑臭河道、湖泊等污染水体进行生态修复治理

已取得成功并获得水利部、环保部专家团队的认可，目前已成功完成国内 56 条

河道的共计 600 多公里流域面积达 700 万平方米的水体修复工程。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肖志英 

联系电话：18902418443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深海路瀚天科技城 A8 楼 11 楼 1101 单元 

 

 



27. 广东维中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维中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012 年成立于国家华南环保集聚区（佛山南海桂城

瀚天科技城），在 2013 年公司根据《实验室资质认定》的要求建立了相应的质

量管理体系，并且同年第一次通过了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计量认证评

审，成为一家独立合法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具备独立出具公正可靠数据的能力。

我司综合办公面积 5000 多平方米，包括佛山市南海区瀚天科技城实验室 4000

平方米，办公区域 1000 多平方米。公司拥有系统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目前已具备超过 3000 项检测项目资质，主要覆盖环境、食品检测服务，以

及环保技术咨询服务（包括环保竣工验收、国家排污许可证相关服务、场地调查

及风险评估等等）。我司一直以来秉承“公正，科学，准确，规范”的服务方针。



以优质、用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众多合作企业的信赖和好评，在华南地区树立

起公司的良好品牌。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田雪梅（董事长） 

联系电话：13699766896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深海路瀚天科技城 A 区 7 号楼一楼 101 单元 

 

 

28. 国科（佛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国科(佛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6 月，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是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的环境

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办公场地总面积 1300 平方米，总投入约 1800 万元。国科(佛

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科研力量，在中国环保部的领导下，响应

国家环保政策，秉承“科学、公正、真实、准确”的经营宗旨 根植于环境检测需

求，从事环境检测和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着眼于成为 华南地区有品牌影响力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甘剑华（经理） 

联系电话：13827742445 

地址：佛山南海桂城瀚天科技城 A 区 8 号楼 101 及 201 



29. 佛山市稚蒙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稚蒙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瀚天科技城、加入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

集聚区的企业。主要从事环境自动监测和控制系统仪器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业务。主打产品是系列自动水质采样器。承接各类水环境自动监控系统的规划、

设计、安装调试及运维服务。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赵亚旗（总经理） 

联系电话：13701288478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瀚天科技城 A 区 8 号楼 304 单元 

 

 



30. 广东禄禾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禄禾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原名广东绿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总部位于珠三角腹地的佛山市顺德区。目前公司拥有 13 个服务机构，其中广东

省各地设立 11 个，省外设有 2 个。 

公司以“互联网+环保管家”服务为主营业务，并于 2014 年逐步建立起以环保领域

为主的多领域专家评估团队，及逾百人的环保管家服务团队。我们的“环保管家”

服务致力于打造一站式的环境综合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建立“线上互联网+线下评

估服务团队+专项治理供应商”的服务体系，帮助用户持续、及时、不间断地“预

防——发现——解决”问题， 从而让环境管理中的风险得到快速应对。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罗兆基（副总经理） 

联系电话：13702346688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明日广场 A 栋 12 楼 1202 号 

 

 

 

 



31. 佛山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弘禹集团公司经历十多年创业和发展，已成长为一家在环保咨询行业的领军企

业。公司执有水文水资源乙级调查评价证书、广东省环保技术咨询服务能力评价

证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技术服务）和广东省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

等资质；通过了 ISO9001：2000 质量体系认证。 

弘禹公司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市团体标准的编制或修订，参与了

国家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重点课题和科技部 973 计划课题各 1 项，出版了《纺织

工业节能减排与清洁生产审核》一书，编写了广东省《纺织染整工业清洁生产审

核技术指南》、《广东省纺织行业能效对标试点工作指南》等资料。在清洁生产、

应急预案、水平衡测试等环境技术服务方面有着较高的水准。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周小卿（经理） 

联系电话：13516528499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瀚天科技城 A6 号楼五楼 503 单位 

 

 



32. 佛山华清智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华清环保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专注于各类废水、废气、中水回用处理等环保

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和环保设施运营的高新技术型环保企业。 

 

华清环保拥有国内最先进的除尘脱硫、脱硝、除氟、中水回用、高浓度有机、无

机废水处理等工艺技术，广泛服务于陶瓷、铝材、印染、纺织、化工、塑料、家

具、五金、电镀、电子、机械、食品等行业的各类环保治理项目。 

华清环保秉承“精心设计，技术创新，持续改进，顾客满意”的质量方针，精益服

务，精准求实，诚信共享，创业创新。目前，华清环保已与国内外多家知名环保



专业公司、高等院校和环保研究机构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保护环境，

造福人类作出了贡献。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万杏波（总经理） 

联系电话：18688213688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瀚天科技城 A 区 8 号楼 1209 

 

 

33. 佛山市绿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绿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集水、气尘治理一体的

综合型高新环保企业，持有广东省环境污染治理资格证书，公司其下有：佛山市

绿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和佛山市科盈检测公司！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 吴伟根（总经理） 

联系电话：13823456433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沙头水南工业区沙头高速出口旁 



34. 佛山市叶绿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叶绿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公司位于素有陶瓷之都美誉的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绿岛湖都市产业区内，是一家具有环保技术咨询资质、从事

规划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现代化高新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充满年轻活

力专注于环境保护事业的高素质队伍，以及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

业大学等一批业内资深专家组成的顾问团。 

在公司运营方面，本公司按照“政府启动、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建设模式，

科学规划建设，与省内多家著名环保工程公司、环保检测公司等展开深度合作，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探讨、谋划新时代下的环保走势和发展方向。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梁嘉仪（经理） 

联系电话：15626203108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 133 号金盈绿岛国际中心 6 座 1603 

 

 



35. 广东科霖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科霖环保集团成立于 2010 年，企业运营总部设立于广东顺德，占地 200 亩的大

型环保智造基地位于江西吉安，智能自动化生产基地位于江西鹰潭，占地 700

亩，现已投产 100 亩。科霖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环保解决方案，涵盖粉尘

治理，VOC's 治理，无尘喷房，智能自动化等各个领域，客户涵盖星河湾地产，

科凡，金牌，美的，顾家，梦天木门等中大型家居头部企业，年产值超过 2.5 亿。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崔允妍（总监） 

联系电话：13929923864 

地址：顺德勒流港口路科霖工业园 

 



36. 广东景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系国内最早从事水处理膜研发设计和生产的民营科技企业，曾经为国内外

多个知名水处理品牌提供贴牌订制供应服务。近年来，我公司走上自主品牌发展

之路，期望将水处理经验和技术嫁接入养殖业和种植业，通过提升养殖和种植业

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提升养殖和种植业的成活率、产量和品质，从而提升养殖

和种植业的经济效益。 

热烈欢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省（自治区）高铁沿线城市的环保同行预约

来访，共商合作。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黄初（董事长） 

联系电话：13802468575 

生产基地：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沙咀工业区景天产业园 

公司总部：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二路智慧新城 13 座 13 楼 

 

 

 

 

 

 



37. 佛山市佳威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开放项目：佛山市南海南荣塑料印刷有限公司有机废气节能减排系统 

诚邀参观我司自有核心知识产权技术“（2+1）三通路处理凹印有机废气的节能

减排系统”在客户佛山市南海南荣塑料印刷有限公司的运营维护情况，体验治理

效果。 

这是一种安全/节能/应收尽收/同启同停的凹印企业有机废气解决方案。适用于

实施凹版印刷、干复及涂布等工艺的包装印刷企业处理末端的 VOCs，对乙酸乙

酯、乙酸正丙酯、乙酸正丁酯和异丙醇等凹印企业常用的有机溶剂及其混合物有

很好的处理效果。该治理技术针对不同来源的 VOCs 进行分类处理，包括“1#治

理设施---基于氧化的双通路（下简称双通路）”和“2#治理设施---基于碱液喷淋

的第三通路（简称第三通路）”两部分。 

 

单位简介： 

公司早期为 1991 年成立的佛山市南海志恒真空镀膜厂，后增加了涂布/印刷/复

合设备，主要从事塑膜制备及其印刷复合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在生产过程中，为

减少有机废气排放进行了自主创新，开发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节能减排环保设备

产品。为造福更多凹印企业，于 2017 年 1 月成立了佛山市佳威节能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现主力推行拳头产品“（2+1）三通路处理凹印有机废气的节能减排系



统”（简称“三通路技术”）以及系列配套产品，用于处理凹印企业末端的有机

废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十一件，包括四件发明专利和七件实用新型专利。现有

客户包括茂名联塑、湖南新向维、岳阳品一、佛山南荣、广东盈彩、广州永新和

三水诚远等业内知名企业。 

 

开放时间：9 月 22 日-25 日 

联系人：李锐斌（副总经理） 

联系电话：13702445343 

公司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机路茶亭工业区 4 号 

项目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河村石荣工业区 

 

 

 

 

 

活动咨询 

联系人：李婉婷 

联系电话：15902065401（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