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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迎I 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情况 污泥处理处置后情况

单位 序号
污水处理厂名＼?: 

污泥产
,

y'生 仁泥外运蜇 污泥处置量 备注

量（ （吨 ） 污泥处置单位名称 处置地点 污泥处置方式 （吨） 成品去向 成品用途 成品堡

� --

1-30日 634. 70 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634. 70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117099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珠水二路168号

1-30日 2127. 08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2127. 08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2004 I 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马溪工业区

成品量为恒运公司#8和

I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猎 4511. 45 
广州恒运热电(D)厂有限

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 34826. 758万
#9燃煤发电机组日上网

钝分公司 1-30日 1270. 51 贵任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 焚烧发电 1270 51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因民生产生活 电量， 包括煤和干化污
团股份有限公司）

逆西基路8号 kwh 
泥作为燃料的燃煤发电
机组上网电量

成品量为合计值， 为华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
润公司两台燃煤发电机

1-30日 479 16 广州华润执电有限公司
黄阁东一路1 号

焚烧发电 479. 16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国民生产生活 30766万kwh 组日上网电量， 包括煤
和干化污泥作为燃料的
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豐

广州市
净水有 1-30日 588. 64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588 64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限公司 马溪工业区

1-30日 167. 00 广州环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填埋 167. 00 

（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太和镇兴丰村

成品量为合计值， 为华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 润公司两台燃煤发电机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大
1-30日 I 932. 36 广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黄阁东一路1号
焚烧发电 1932.36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国民生产生活 30766万kwh 组日上网电量， 包括煤

坦沙分公司
4497. 01 和干化污泥作为燃料的

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量

1-30日 I 9. 02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市消城区诽潭镇

烧结砖 19. 02 赵廷伟、 黄杏明、 巫伟
制砖 2757646块 成品量为合计值东坑工业区 洪等客户

1-30日 1789 99 肇庆明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高要区蛟塘镇良村新

烧结砖 1789. 99 肇庆、 广州、 佛山、 中
制砖 14877060块 成品量为合计值

基坳 山等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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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序号

怅气； 4泥产生
日期

（吨）
� 

、心 _/ 
1-30日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沥3 1-30日 6684. 08 
泭分公司

1-30日

1-30日

广州市
净水有 1-30日
限公司

1-30日

1-30日

4 广州西朗污水处理有限 1978. 84 
公司

1-30日

1-30日

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情况

污泥外运釐
（ 吨）

污泥处置单位名称 处置地点

2633 58 广州华润执电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

黄阁东一路1号

广州恒运热电 (D) 厂有限 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430. 94 
责任公司 逆西基路8号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大观分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2966 22 
公司

长兴街递科韵北路
l OJ号

653. 34 广州环投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太和镇兴丰村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263. 07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坑工业区

264. 48 广州市越笙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马溪工业区

121 68 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

珠水二路I 68号

广州恒运热电 (D) 厂有限 广州市黄埔区夏港街977 43 
责任公司 递西基路8号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352. 18 广州华润热电有限公司
黄阁东一路1号

污泥处理处置后情况

污泥处置量 备注
污泥处置方式

（吨）
成品去向 成品用途 成品量

成品量为合计值， 为华
润公司两台燃煤发电机

焚烧发电 2633 58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国民生产生活 30766 万kwh 组日上网电量， 包括煤
和干化污泥作为燃料的
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量

本表中
“成品数量

”

为
广州恒运热电 (D) 厂有
限责任公司#8和#9燃煤
发电机组日上网电赞，

34826 758万
包括煤和干化污泥（污

焚烧发电 430 94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国民生产生活 泥由广州市净水有限公kwh 
司猎传、 沥泭、 大沙地
分公司和广州西朗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提供）作
为燃料的燃煤发电机组

上网电量

培酌 2966 22 

填埋 653. 34 

烧结砖 263. 07 郑炳端、 何文等客户 制砖 2757646块 成品量为合计值

水龙窑协同处罹 264. 48 珠三角 －建筑市场
珠三角 －建筑市 10041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场

水泥窑协同处罹 121. 68 珠三角 －建筑市场
珠三角 －建筑市 127099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场

本表中 “成品数肚
”

为
广州恒运热电 (D) 厂有
限责任公司#8和#9燃煤
发电机组日上网电量，

34826 758万
包括煤和千化污泥（污

焚烧发电 977 43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国民生产生活 泥由广州市净水有限公KWh 
司猎德、 沥泭、 大沙地
分公司和广州西朗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提供）作
为燃料的燃煤发电机组

上网电量

成品量为合计值， 为华
润公司两台燃煤发电机

焚烧发电 352. 18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因民生产生活 30766万KWh 组日上网电量， 包 括煤
和干化污泥作为燃料的
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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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记 玉i 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情况 污泥处理处置后情况

单位 序号
污水处汽｀

于

｀影 日
心1

力t 污泥外运量 污泥处置量 备注

（ 吨） 污泥处置单位名称 处置地点 污泥处置方式 （吨） 成品去向 成品用途 成品整
，矿

、、-� -·.l � 582. 52 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 增城区新塘镇夏埔环
焚烧发电 582. 52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国民生产生活

28660. 35万
公司 保工业园温涌路3号 kwh 

7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龙 850. 48 
归分公司

1-30日 267. 96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五 267. 96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马溪工业区

34 34 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34 34 珠三角 －廷筑市场 制水泥 127099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珠水二路I 68号

8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忤 1-30日 114. 92 
料分公司

80. 58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览 80 58 珠三角 －迂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马溪工业区

1-30日 4 78. 04 肇庆明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蛟塘镇

烧结砖 4 78. 04 肇庆｀广州、佛山、中
制砖 14877060块 成品量为合计值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京
良村新基坳 山等廷筑市场

9 
溪分公司

I 064. 06 

1-30日 586. 02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

烧结砖 586 02 王天元、赵如先、钟桂
制砖 2757646块 成品量为合计值

东坑工业区 添等客户

广州市
肇庆市高要区蛟塘镇 肇庆、广州．佛山｀中净水有 1-30日 3573. 97 肇庆明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烧结砖 3573. 97 制砖 14877060块 成品量为合计值

限公司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石 良村新基坳 山等建筑市场
10 

井净水分公司
3839. 15 

1-30日 265. 18 广州市越堡水龙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理 265. 18 珠三角 －建筑市场 水泥 20041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马溪工业区

1-30日 106. 48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106. 48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从化中心城区污水处理 马溪工业区

385. 33 
厂

清远市清城区诗潭镇 王天元，张吉平、张飞J-30日 278. 85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东坑工业区

烧结砖 278. 85 
等客户

制砖 2757646块 成品量为合计值

从化太平镇污水处理厂 1-30日 55. 17 55. 17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55. 17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马溪工业区

II 

从化明珠污水处理厂 1-30日 28 01 28. 01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28. 01 珠三角 －廷筑市场 制水泥 2004 I 7吨 成品置为合计值
马溪工业区

从化水质净化厂 1-30日 25. 88 25. 88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罹 25. 88 珠三角 －廷筑市场 制水泥 2004 I 7吨 成品量为合计值
马溪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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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情况

单位 序号
污水*�和

， 
/勹 污泥外运量

日期 （ 吨） 污泥处置单位名称

从化温泉镇污水处理厂 1-30日 15. 08 I 5. 08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II 

从化良口镇污水处理厂 1-30日 8. 34 8. 34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从化鳌头镇污水处理厂 1-30日 12. 84 12. 84 广州市越堡水泥有限公司

广州市鹏凯环境科技股

I 2 份有限公司（水均岗水
闸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

广州市
净水有 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 13 限公司（大观西一体化 J-30日 239. 14 239. 14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设施）

肇庆领誉环保实业有限
14 公司（杨梅河一体化污 1-30日 107. 17 107. 17 肇庆明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水处理设施）

广东鑫都环保实业有限
15 公司（棠下涌一体化污 I-30日 39 10 39 10 溃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处理设施）

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
16 限公司（竹料一体化污 1-30日 169, 59 169. 59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处理设施）

肇庆领誉环保实业有限
17 公司（龙归一体化污水 1-30日 120. 89 120. 89 溃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处理设施）

广州市鹏凯环境科技股

I 8 份有限公司（广花路石
马村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1-30日 16. 43 16. 43 肇庆明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

姑＼

污泥处置曼
处置地点 污泥处置方式 （吨）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15. 08 

马溪工业区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8. 34 

马溪工业区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水泥窑协同处置 12 84 

马溪工业区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
烧结砖 239. 14 

东坑工业区

肇庆市高要区蛟塘镇
烧结砖 107. 17 

良村新基坳

泭远市泭城区源津镇
东坑工业区

烧结砖 39. JO 

清远市清城区评潭镇
烧结砖 169 59 

东坑工业区

溃远市南城区源潭镇
烧结砖 120. 89 

东坑工业区

肇庆市高要区蛟塘镇
烧结砖 16 43 

良村新基坳

＇，一· 巳

污泥处理处置后情况

成品去向 成品用途 成品量

珠三角 －廷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珠三角 －建筑市场 制水泥 200417吨

清远、广州、 佛山、 中
制砖 27S7646块

山等建筑市场

肇庆、广州、佛山、 中
制砖 14877060块

山等建筑市场

清远、广州、 佛山、 中
山等建筑市场

制砖 2757646块

清远、广州、 佛山、 中
制砖 2757646块

山等迂筑市场

清远， 广州、佛山、 中
制砖 2757646块

山等建筑市场

肇庆、 广州、 佛山、 中
制砖 14877060块

山等建筑市场

备注

成品囊为合计值

成品豐为合计值

成品豐为合计值

本月水均岗一体化未开
机运行

成品量为合计值

成品量为合计值

成品量为合计值

成品量为合计值

成品素为合计值

成品量为合计值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污泥处理处置情况信息公开表(2020年6月）

.... 暨
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情况

单位1序号 I " \ . dY_ ___ ,泾"'立止1污泥外运量
污泥处置单位名称 处置地点

A、人＞土以I吧I

I 
1-30日

1

广州市 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
净水有 20 限公司（广从一体化污1
限公司 水处理设施）

广东益诺欧环保股份有
21 I限公司（水兴一体化污 I 1-30日

水处理设施）

I 

I 

21. 22 

7. 31 

（吨）

I 

21 22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市清城区源漳镇
东坑工业区

I I I I 

I 7. 31 |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

丘市清城区源潭镇
1东坑工业区

单位：吨

污凡处理处置后情况

污泥处置量
I 成品用途 1 成品量污泥处置方式 （吨） 成品去向

烧结砖 21.22 清远、广州、佛山、中
I 山等建筑市场

制砖 I 21s1646块

I I I I 

烧结砖 7. 31 I
清远、广州、佛山｀中1

山等建筑市场
制砖 2757646块

备汪

成品量为合计值

I 本月无污泥外运

成品量为合计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