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2022年广东省环保技术咨询服务能力评价证书获证单位名单（共四批、其中的“临时”等级证书1年到期须升级换证）

序号
单位名称

证书等级 证书有效期至 提交升级换证材料截止时间（2022年第一批）
1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临时

2023年5月24日 2023年3月30日前

2 广东粤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3 广东省水文地质大队 临时
4 广州云川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临时
5 广州自然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临时
6 广州市清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7 广州江碧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8 广州检测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临时
9 绿鹏环境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临时
10 深圳市世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1 深圳市金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2 深圳市惠利权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临时
13 深圳市天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4 深圳市瑞兆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5 深圳市恪勤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6  广东省安田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临时
17 广东生太修复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8 佛山市青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9 广东绿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0 广东华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1 东莞市翔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2 广东德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3 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4 广东爱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5 广东紫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26 江门市昊立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7 广东禹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8 江门同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9 清远市高迪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30 广东韶测检测有限公司 临时
31 深圳市深水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32 广东金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33 阳春市百事通实业有限公司 临时*

序号
单位名称

证书等级 证书有效期至 提交升级换证材料截止时间（2022年第二批）
34 广州昊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2023年8月1日 2023年6月15日前

35 广州华鑫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36 同创伟业（广东）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
37 广州怀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38 深圳市国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39 深圳市立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40 深圳市粤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41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
42 深圳市深港联检测有限公司 临时
43 佛山市新之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临时
44 广东正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45 广东中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46 广东明辉德汇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临时
47 中山市长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48 广东合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49 广东臻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50 广州尚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
51 广州市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52 广州市三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53 广州市藏绿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54 广州海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55 广州峰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56 深圳市粤昆仑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临时*
57 深圳市格云宏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58 东莞市盈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59 东莞市京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60 广东广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61 东莞市万事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62 东莞广为环保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63 广东海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64 东莞市绿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65 广东创绿智谷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66 珠海市建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67 中泓环保管家（中山）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68 湛江蓝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序号
单位名称

证书等级 证书有效期至 提交升级换证材料截止时间（2022年第三批）
69 森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临时

2023年9月28日 2023年8月15日前

70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临时
71 广东顺天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临时
72 广东中鑫水务建设有限公司 临时
73 广州巨邦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临时
74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
75 广州环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76 深圳优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77 深圳瑞科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78 广东粤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79 广东环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80 中山市美斯环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81 广东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82 南雄境园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临时
83 广东中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84 清远市恒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85 清远市康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临时
86 深圳安志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临时*
87 广东溢丰华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

序号
单位名称

证书等级 证书有效期至 提交升级换证材料截止时间（2022年第四批）
88 广东远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临时

2023年12月20日前 2023年10月30日前

89 科学城（广州）环保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临时
90 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临时
91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临时
92 广州资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
93 广州市健安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94 广州科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95 深圳市水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临时
96 深圳市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97 深圳市天誉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98 广东顺德顺冠检测有限公司 临时
99 珠海宜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100 广东思索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临时
101 广东皓鼎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临时
102 广东科明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03 广东粤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04 广东恒瑞亿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
105 广东绿深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106 汕头市汕联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临时*

广州
泰融
生态
环保
科技
有限
公司

广州
泰融
生态
环保
科技
有限
公司

广州
泰融
生态
环保
科技
有限
公司

广州
泰融
生态
环保
科技
有限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