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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

环境状况与管理情况报告

根据《关于报送省级以上产业园及专业园区规划环评情况、环境管理

状况评估工作开展情况的通知》文件要求，和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针对

检查内容认真开展了对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以下简称“福

和产业转移园”）环境状况与管理情况的评估工作。环境状况与管理情况

的评估内容包括规划环评情况、建设项目情况、集中供热设施建设情况、

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情况、纳污水体水质情况等五个方面，现将自评情况汇

报如下：

一、规划环评情况

福和产业转移园 2007 年 3 月获原省环保局《关于深圳福田（和平）产

业转移工业园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粤环审〔2007〕137 号）

（简称《批复》），确定了一期一平方公里的环评面积，并就园区环境规

划、排污设施、大气、噪声、固废防治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批复》规

定园区一期工程达标废水排放总量须控制在 1107m
3
/d 以内，COD 须控制在

36.36t/a 以内，SO2、烟尘年排放总量须分别控制在 53.22t/a 和 37.24t/a

以内，企业厂界和园区边界噪声须符合《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348-90)相应标准。

2015 年 10 月，福和产业转移园获原省环保厅关于印发《深圳福田（和

平）产业转移工业园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粤环审〔2015〕



498 号），园区二期通过了省环保厅的评审，确定了二期环评范围及面积，

就二期的环保规划、产业准入、排污设施、大气、噪声、固废防治措施提

出了具体要求。

为强化园区产业准入，按照原省经信委 2017 年 5 月印发的《广东省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的具体要求，和平县工业

园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6 月制定了《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产

业准入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将原省经信委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具体产业明细和园区已有的《准入细则》中的禁止入园

产业目录进行综合完善，明确列出了园区限制和禁止准入的产业类型。

建园至今，园区已形成了以钟表、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为主导，新材料、

新医药、新能源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引入的产业与园区一期、二期环评

批复和审查意见相符合，同时与《广东省实施差别化环保准入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的指导意见》相符合，没有《负面清单》中的限制和禁止准入产业。

园区制定了《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工作中严格执行相关要求。确保相关排放在

批复要求的范围内。2020 年，福和产业转移园已投产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

总量控制在在环评批复的 44.36 吨/年范围内，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在环评批

复的 1 吨/年范围内，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环评批复的 64.22 吨/年范

围内，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环评批复的 16 吨/年范围内，烟粉尘排放

总量控制住环评批复的 37.24 吨/年范围内，没有触及环境质量底线。

二、建设项目情况

为规范产业准入，确保园区效益，和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制定了《深

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项目准入实施细则》（和园区〔2014〕9



号）（简称《准入细则》），《准入细则》坚持环保优先原则，就项目准

入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出了对项目从严把关，坚决杜绝重污染、治污难的

项目入园；高要求、高标准把好环保治理关，所有入园项目都按规定程序

管理，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截至 2020 年 12 月，福和产业转移园引入或建成项目都按规范程序管

理，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通过试生产和环保竣工验收后再投入

正式生产，未发现环保“未批先建”、“未验先投”的现象。

三、集中供热设施建设情况

福和产业转移园需供热企业较少，目前由企业自行使用燃气锅炉，集

中供热系统正在筹建中。

四、污水集中处理落实情况

福和产业转移园环评批复明确应建污水处理厂 1 座，现已建成污水处

理厂 1 座，为和平县福和工业污水处理厂。因园区企业废水产生量小，无

法正常运营。目前，园区所有企业废水经企业处理达标后，全部通过配套

管网统一接入和平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企业废水处理率达100%。

和平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覆盖整个园区，一期工程于 2010 年

6 月投入运营，二期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建成，日处理污水能力为 3 万吨，

目前运行正常。园区污水集中处理配套管网设计直径为 600mm，配套管网

10.3 公里，工程已全部建成，完成率 100%。2020 年，福和产业转移园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 2.8 吨，控制在园区环评批复的 44.36 吨范围内，氨氮排

放量 0.32 吨，在园区环评批复的 1 吨范围内。





附件 1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环评审查情况一览表

注：1、“环评审查文号”“规划调整环评审查文号”栏，如未审查，填写“无”；

2、“跟踪评价开展情况”栏，填写备案文号或具体进度；

3、如已制定“三线一单”或规划环评文件已提出了“三线一单”，则“是否制定三线一单”栏，填写“是”。

规划环评名称 规划环评审查文号 规划调整环评审查文号 跟踪评价开展情况 是否制定“三线一单”

关于深圳福田（和平）产业

转移工业园一期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粤环审〔2007〕137

号 无

正在开展深圳福田

（和平）产业转移工

业园跟踪评价

是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

发《深圳福田（和平）产业

转移工业园二期环境影响

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粤环审〔2015〕498 号

正在开展深圳福田

（和平）产业转移工

业园跟踪评价
是



附件 2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 2020 年度已引入或建成项目环保审批情况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行业类别 规划批复文号 验收批复文号

生产

状况
备注

1 广东聪明人集团有限公司 果汁制造业 和环〔2009〕58 号 和环〔2010〕60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2 广东和平君乐药业有限公司 药业制造业 和环函〔2003〕15 号 和环〔2010〕]57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 龙川兴莱鞋业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 鞋类制造 和环〔2011〕17 号 和环〔2012〕56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 和平县华美无纺化纤有限公司 服装 和环〔2010〕19 号 和环〔2011〕77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5 深圳凌锋服饰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 服装 和环审〔2014〕71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6 和平县顺盛塑胶玩具有限公司 玩具 和环审〔2014〕81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 和平县启森制衣厂 服装 和环审〔2014〕68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8 和平县翔和手袋厂 手袋 和环审〔2014〕40 号 和环验〔2014〕09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9 和平县和熙鞋业有限公司 鞋类制造 和环审〔2015〕01 号 和环验〔2014〕15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10 和平县鹏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4〕94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11 广东普能达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4〕84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12 河源市弘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4〕90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序

号
项目名称 行业类别 规划批复文号 验收批复文号

生产

状况
备注

13 和平县汇锋针织有限公司 服装 和环审〔2014〕69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14 和平利元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4〕67 号 和环验〔2017〕35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15 广东顺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4〕70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16 和平县金稳塑胶玩具有限公司 玩具 和环审〔2014〕74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17 和平县维佳玻璃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太阳能光

伏玻璃
和环审〔2014〕82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18 和平县和盈信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4〕85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19 和平县兴宝晖钟表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审〔2014〕92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20 和平县源和泰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4〕72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21 和平县鑫华毅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和环审〔2014〕98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22 河源市鑫毅实业有限公司 模具 和环审〔2014〕73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23 和平县盈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2009〕38 号 和环〔2010〕28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24 广东和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 和环审〔2013〕92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25 和平县达乐五金厂 钟表制造 和环审〔2014〕97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26 和平县和美混凝土有限公司 混凝土 和环审〔2012〕113 号 和环〔2012 〕47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序

号
项目名称 行业类别 规划批复文号 验收批复文号

生产

状况
备注

27 和平县盈丰药材有限公司 医药 和环审〔2014〕54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28 和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管道燃气 和环审〔2012〕72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29 和平盈富表业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2011〕20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30 和平县领先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3〕90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31 和平县连盈鞋业有限公司 鞋类制造 和环〔2013〕36 号 和环验〔2015〕14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2 河源市新飞锐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2011〕79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33 和平诺曼辉煌时计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审〔2013〕63 号 和环验〔2017〕10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4 和平县日光电子加工厂 电子产品 和环〔2010〕50 号 和环验〔2016〕02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5 和平县冠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和环〔2012〕13 号 和环〔2012〕54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6 和平优雅内衣有限公司 服装 和环〔2011〕12 号 和环〔2011〕30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7 和平长盛电机有限公司 电机 和环审〔2015〕71 号 和环验〔2015〕16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8 河源市南和通讯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2009〕45 号 和环验〔2015〕16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39 得利时计钟表（和平）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2012〕57 号 和环〔2012〕55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0 元美精密五金（和平）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2011〕22 号 和环〔2011〕28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序

号
项目名称 行业类别 规划批复文号 验收批复文号

生产

状况
备注

41 和平世家钟表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2011〕24 号 和环〔2011〕29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2 威创达钟表配件（和平）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2011〕21 号 和环验[2016]28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3 和平县协信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2011〕19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44 和平县显赫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2009〕22 号 和环〔2009〕73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5 恒基塑胶制品（和平）有限公司 塑胶产品 和环函〔2007〕04 号 和环〔2010〕59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6 宝高箱包制品（和平）有限公司 箱包制品 和环〔2007〕10 号 和环〔2010〕 26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7 和平县远信实业有限公司 模具 和环〔2014〕91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48 和平县丰和节能锅炉厂 节能锅炉 和环〔2010〕31 号 和环〔2010〕26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49 环球表业（和平）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审〔2013〕61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50 和平县华毅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塑胶制品 和环审〔2017〕27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51 和平县勤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17〕48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52 和平县丹霞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生物制药 和环审〔2016〕48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53 河源捷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 和环审〔2016〕96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54 和平县金泰制衣有限公司 制衣 和环审〔2016〕49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序

号
项目名称 行业类别 规划批复文号 验收批复文号

生产

状况
备注

55 和平县佑晟手袋有限公司 手袋 和环审〔2014〕25 号 和环验〔2014〕10 号 投产 阳明片区

56 河源创亿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 和环审〔2017〕13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57 和平县奕浩达钟表配件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审〔2018〕7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58 和平县宏源皮表带有限公司 钟表制造 和环审〔2018〕14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59 河源成兴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模具 和环审〔2018〕3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60 和平县永成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建筑材料 和环审〔2018〕16 号 试运行 阳明片区

61 和平县东海源珠宝饰品有限公司 饰品加工 和环审〔2018〕12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62 和平县炬胜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 和环审〔2018〕4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63 广东诗卡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塑胶模具 和环审〔2018〕11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64 深圳市鑫精啄科技有限公司和平福

和分公司

工艺制品 和环审〔2018〕15 号 自主验收 投产 阳明片区

65 河源市新飞锐实业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20]2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66 和平县爱木郎家具有限公司 家具制造 和环审[2020]3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注：1、填写经省政府认定园区范围内引入或建成项目情况；

2、生产状况指：拟建、在建、试运行、投产、停产等；

3、有“一园多区”情况的，请在“备注栏”中注明所属片区。

67 河源意达皮具有限公司 手表皮带 和环审[2020]12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68 河源唯金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饰品加工 和环审[2020]17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69 和平县同长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20]18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0 和平生田超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密度金

属齿轮

和环审[2020]19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1 河源市频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20]21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2 捷宝科技（河源）有限公司 模具制造 和环审[2020]23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3 广东诗卡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20]24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4 新九州环境技术（和平县）有

限公司

水处理设备 和环审[2020]27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5 河源顺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塑胶制品 和环审[2020]33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6 河源大海表业有限公司 钟表 和环审[2020]37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77 河源市三电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和环审[2020]38 号 在建 阳明片区



附件 3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 2020 年度集中供热项目情况统计表

注：1、园区规划环评及《广东省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集中供执实施方案（2015－2017 年）>的通知》（粤发改能电

[2015]488 号）未要求集中供热的园区，注明无集中供热要求；

2、填写经省政府认定园区范围内集中供热实施情况；

3、“建设进度”栏，填写具体建成工程内容；

4、有“一园多区”情况的，请在备注栏中注明集中供热项目所服务片区名称。

集中供热项目名称
及规模

建设进度
应实施集中供热

企业数
已实施集中供热

企业数

供热管网建设情况

备注应建长度

（km）

实际建设

长度（km）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
工业园集中供热系统

筹建中



附件 4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 2020 年度污水集中处理厂情况统计表

污水集中处理厂名称

是否
园区
配套
建设

投运
时间

废水处理能
力（t/d）

废水
排放量
（t/d）

园区纳入污水
集中处理厂处
理废水量（t/d）

纳污管网建设情况

备注应建长度

（km）

实际建设长

度（km）

和平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
依托区域
污水处理

厂

2010 年
6 月

30000 26430 26430 10.3 10.3

和平县福和工业污水处理厂 园区自建
2016 年
12 月

200 0 0 22 22



附件 5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 2020 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注：1、填写经省政府认定园区范围内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规划环评审查意见中未明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按环评报告建议量或地 方环

保部门核发量填写；

2、 有“一园多区”情况的，请分片区填写。

污染物 环批批复排放量（t/a） 实际放量（t/a） 备注

水

污

染

物

化学需氧量 44.36(其中一期 36.36 吨，二期 8 吨) 2.8 阳明片区

氨氮 1(二期 1吨) 0.32 阳明片区

总磷 0 0 阳明片区

大

气

污

染

物

二氧化硫 64.22(其中一期53.22吨，二期11吨)
0

阳明片区

氮氧化物 16(二期 16 吨) 0 阳明片区

VOCs 0 0 阳明片区

烟粉尘 37.24（一期 37.24 吨）
0

阳明片区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 2020 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表

注：1、填写经省政府认定园区范围内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规划环评审查意见中未明确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按环评报告建议量或地 方环

保部门核发量填写；

2、 有“一园多区”情况的，请分片区填写。

污染物 环批批复排放量（t/a） 实际放量（t/a） 备注

水

污

染

物

化学需氧量 4 0 合水片区

氨氮 1 0 合水片区

总磷 0 0 合水片区

大

气

污

染

物

二氧化硫 5 0 合水片区

氮氧化物 6 0 合水片区

VOCs 0 0 合水片区

烟粉尘 0 0 合水片区



附件 6

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区 2020 年度污水处理厂纳污水体水质情况统计表

注：1、“水质控制目标”栏，填写“Ⅱ、Ⅲ、Ⅳ”等；

2、“达标状况”栏，填写“达标”、“未达标”。

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水质控制目标 国控/省控/其它 达标状况 主要超标项目/超标倍数 备注

雅水河

雅水河与和

平河交汇处

河西桥断面

Ⅲ 省控 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