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组织参加第二届
广东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治理技术、装备、服务

展示交流对接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工作安排，2021年 7月 20日-22日我厅拟联合生态环境

部环境发展中心、东莞市人民政府、省科学技术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共同举办第二届广东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治

理技术、装备、服务展示交流对接会，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21年 7月 20日-22日；

地点：东莞市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

二、参会人员

生态环境部、省人民政府及省直相关部门领导，各地级以上

市、县（区）人民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及农业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

市、县（区）生态环境局及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有关科研

单位及专家，有关技术单位、设备商、污染治理企业及服务提供

商。

三、会议内容

广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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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减污降碳攻坚战任务，聚焦展示决

战决胜重点因子、重点问题、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需求的新技术、

新设备、新服务与新模式；组织市、县（区）人民政府与参展环

保企业进行技术、装备、投资、营运服务等供需开展对接；举办

治污攻坚减污降碳主题论坛，现场开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减污

降碳、臭氧污染防控、土壤安全利用等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平台。

四、会议安排

日期 时间和活动内容 参加人员

7月 20日

开幕式（10:00～11:00） 生态环境部领导，省人民

政府领导，省直相关部门

领导，市、县（区）人民

政府分管领导，市、县（区）

生态环境局及农业农村局

领导。

巡馆参观（11:00～12:30）

午餐（12:00～13:00）

治污攻坚减污降碳主题论坛

（14:30～17:30）

市、县（区）人民政府分

管领导，市、县（区）生

态环境局及农业农村局领

导。

7月 21日
农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交流互动

（9:00～12:00）
各级政府部门、企业自愿

报名参加
减污降碳交流互动（14:30～17:30）

7月 22日

臭氧污染防控交流互动

（9:00～12:00） 各级政府部门、企业自愿

报名参加土壤安全利用交流互动

（14:30～17:30）

7月 21日-22日
各市、县（区）组织参观展览，现场与技术单位、设备商、污染治

理企业进行交流，实现企业技术、投资、服务与各地政府污染攻坚

需求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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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请各单位和有关技术单位、设备商、污染治理企业及服务提

供商组织参展，并参加交流对接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减污降碳、

臭氧污染防控、土壤安全利用等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平台的互动交

流。

六、联系方式

1．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宣教科技处

周观明：020－85267640 13602723108

2．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叶伟莹、李雨: 020-83555193 83546561

传真：020-83549912

3．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

陈桂红：020－83054027 13302538518

传 真：020－83700890

附件：治污攻坚 减污降碳——第二届广东省污染防治攻坚

战治理技术、装备、服务展示交流对接会工作方案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1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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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治污攻坚 减污降碳
——第二届广东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治理

技术、装备、服务展示交流对接会工作方案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面推进美丽广东建设的关键之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生态环境部

《关于推进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技术筛选入

库工作的公告》（公告 2021年第 2号）、省生态环境厅等 4部门印

发的《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实施方案（2019-2022年）》

及省委省政府的指示批示精神，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生态环境部环

境发展中心、东莞市人民政府、省科学技术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定于 2021年 7 月 20 日-22日在东莞市举

办第二届广东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治理技术、装备、服务展示交流

对接会。为保障展示交流对接会顺利举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东莞市人民政府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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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承办单位：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广东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广东省环保产业协会

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

广东省绿色供应链协会

二、时间地点

（一）会议时间：2021年 7月 20日-22日。

（二）会议地点：东莞市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

三、会议内容

对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减污降碳攻坚战任务，聚焦展示决

战决胜重点因子、重点问题、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需求的新技术、

新设备、新服务与新模式；组织市、县（区）人民政府与参展环

保企业进行技术、装备、投资、营运服务等供需开展对接；举办

治污攻坚减污降碳主题论坛，现场开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减污

降碳、臭氧污染防控、土壤安全利用等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平台，

为各地决胜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和减污降碳攻坚战任务提供有力科

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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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会人员

生态环境部、省人民政府及省直相关部门领导，各地级以上

市、县（区）人民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及农业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

市、县（区）生态环境局及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粤港澳、

粤陕甘环保产业联盟代表，有关科研单位及专家，有关技术单位、

设备商、污染治理企业及服务提供商代表。

五、会议安排

（一）7月 20日

1．开幕式（10:00～11:00）。生态环境部、省人民政府、东

莞市人民政府有关领导致辞，宣布展示交流对接会开幕。

2．巡馆参观（11:00～12:30）。与会领导和嘉宾巡馆参观（展

馆设置企业展区和交流互动区；企业展区主要展示治理技术、装

备及服务；交流互动区主要现场展示成功案例，邀请科研院所及

有关专家、企业为各地攻坚出谋划策，提供技术路径）。

3．午餐（12:30～13:30）

4．治污攻坚减污降碳主题论坛（14:30～17:30）。参加人员：

市、县（区）人民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及农业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

市、县（区）生态环境局及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粤港澳、

粤陕甘环保产业联盟、相关社会组织代表。

（二）7月 21日-22日

重点难点问题交流平台：

21日上午（09:00～12:00），农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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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下午（14:30～17:30），减污降碳；

22日上午（09:00～12:00），臭氧污染防控；

22日下午（14:30～17:30），土壤安全利用。

交流平台活动由主管处室牵头负责，省环境科学学会协助。

（三）7月 21日-22日

交流对接。以市、县为单位分别与参展单位、设备商、污染

治理企业及服务提供商进行交流对接。

六、有关要求

（一）请东莞市政府负责落实本次展示交流对接会场馆及会

务安排。

（二）由省生态环境厅联系国家、省级媒体进行宣传，及时

发布展示交流对接会成果，为展示交流对接会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2：

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征集重点领域

序号 征集领域 技术成果需求

1

一、水污

染防治

生活污水低成本高标准处理关键技术

2 城市雨水收集模式研究和处理利用技术指南

3 流域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技术

4 水生态环境调查与评价技术

5 河口区生态健康调查与评价技术

6 水生态系统修复工程技术

7 黑臭水体综合整治技术

8 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控制技术

9

二、大气

污染防治

VOCs治理先进技术及设备

10 VOCs在线监测设备

11 油气回收在线监测设备

12 VOCs监测技术及设备

13 机动车遥测设备

14 船舶遥测设备

15 油品快速检测设备

16 工业炉窑超低排放设备

17 低氮燃烧设备

18 露天焚烧遥测设备

19 工业锅炉和炉窑高效脱硝技术及设备

20 VOCs便携式监测设备

21 大气污染源排放 VOCs成分监测分析设备

22
三、土壤

污染防治

污染场地调查先进技术及设备

23 土壤重金属、有机污染快速便携检测技术及设备

24 重金属污染土壤原位固化稳定化修复技术及淋洗技术

25 污染土壤异位修复技术及设备



序号 征集领域 技术成果需求

26 污染场地土壤应急探测或修复技术及装备

27
有机污染土壤原位修复技术，如原位热脱附技术、原

位化学氧化技术等

28 污染土壤风险管控技术及设备

29 地下水原位修复技术

30 地下水抽出处理、多相抽提技术（MPE）

31
地下水风险管控技术，如原位阻隔、止水帷幕、地下

水监测井等

32

四、固体

废物污染

防治

垃圾焚烧飞灰的综合利用技术（含工业固废和生活垃

圾）

33 有机树脂废物综合利用技术

34 含铬废物资源化技术

35 废活性炭再生技术与设备

36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焚烧飞灰预处理技术

37 海水养殖底泥处置技术

38 生活垃圾精分选及设备优化技术

39 杂盐利用处置技术

40 小型化农村生活垃圾处置技术

41 分布式塑料废弃物能源化技术

42 塑料污染治理技术

43 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及循环利用技术

44 江河湖泊、港湾塑料垃圾清理技术及设备

45
江河湖海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污染机理、监测、防治技

术和政策研究

46
五、农村

环境整治

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新型高效集成工艺（包括低

能耗、易维护和较高处理效果）

47
面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巡检等管理工作的综合

服务方案



序号 征集领域 技术成果需求

48 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

49 农村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技术

50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51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52 农村面源污染防治技术方案

53

六、环境

监测监管

卫星遥感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

54 无人机、无人船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

55
国产人工智能芯片、5G、光纤传感器等技术在环境监

测中的应用

56
生态环境执法信息化在生态环境监管领域的应用（包

括系统、记录仪、执法指挥调度）

57 指纹图谱技术在生态环境中的应用

58 环境监测实验室全流程质控管理系统（LIMS）
59 污染源及环境质量在线监测仪器设备

60 环境健康风险监测技术

61
环境执法应急装备物资（智能应急终端、移动智能布

控球、无人机、暗管探测仪、北斗定位仪等）

62 快速便携应急检测技术及设备

63 移动车载式监测仪器装备

64
二噁英、消耗臭氧层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

素、环境激素、海洋赤潮监测等新技术

65 大气污染物监测管理平台

66 大气环境综合管理分析平台

67 多维数据和智能分析结合的环境应急决策辅助技术

68 有毒有害气体智能监测预警技术及设备

69 突发水质污染事件溯源技术及设备

70 桥面径流水质智能监控技术及设备



序号 征集领域 技术成果需求

71 水质综合毒性分析技术及设备

72 环境应急虚拟仿真技术

73 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用环境保护标准研究

74 塑料污染治理宣传服务

75

七、碳减
排技术

清洁能源替代技术

76 能源高效利用与低碳技术

77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

78 碳普惠机制与生态构建技术

79 碳排放监测与评估技术

80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与管控技术

81 碳排放数据的信息化技术

85 减污降碳协同技术



附件3：

先进适用技术成果申报表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单位地址

技术名称

适用领域

技术来源

研发背景

技术简介

技术推广应用情

况

其他说明



申报单位承诺:

申报材料内容属实、准确；知识产权明晰，如有知识产权纠纷，由本

单位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同意推荐本技术纳入第二届广东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治理技术、装备、

服务展示交流对接会技术汇编（以下简称“技术汇编”），相关技术资料

可在技术汇编公开。

(公 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技术名称：应具体、准确、能体现出治理对象和工艺特点，避免商业化等描述；

2. 研发背景：限 300 字；

3. 技术简介：限 500 字，说明技术原理、工艺流程、主要创新点、技术经济指标

和能解决的关键问题；

4. 技术推广应用情况：限 300 字，填写国内外应用案例及典型应用案例情况；

5. 其他说明：技术成果鉴定、获奖、产品认证等情况，相关证明材料提供电子版

（PDF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