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2021年 9月 29日更新） 

序号 行政区域 地块名称 
地块面积

（㎡） 具体位置 
土地使用权人、土壤 

污染责任人 备注 

1 广州市天河区 
天河区东圃小新塘果

园场第一宗地地块 32859.81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东侧

约 300m、沈海高速南侧约

200m 

广州市新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发布 

2 广州市南沙区 
广州市东富有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地块 
29298.8 

广州南沙开发区西部工业区

工业四路 
广州市东富有经济发展

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发布 

3 佛山市顺德区 
杏坛镇杏坛北片区 D-
XB-05-01-2-10 地块 47647.07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齐新路

以南，围堤路与顺德支流以

西，新涌大桥与南国西路以北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土

地发展中心 2020 年 3 月新增 

4 深圳市宝安区 
深圳市信隆健康产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前

三 CP 课车间 
4051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平安大道

碧头第三工业区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新增 

5 广州市白云区 
黄边工业园改造（二

期）地块（之二） 
21601 

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黄边北

路 43 号 
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黄

边经济联合社 
2020 年 3 月新增 

6 韶关市浈江区 韶关市化工厂 C 地块 20308 韶关市东郊黄金村 
韶关市浈江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2020 年 3 月新增 

7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轻出石榴岗口岸

仓库地块 46589.48 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路44、63号 
广州市天斯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20 年 3 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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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锌片厂南区保障

住房地块 16896 广州市海珠区沙渡路 7 号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2020 年 3 月新增 

9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锌片厂（不含保障

性住房地块） 61000 广州市海珠区沙渡路 7 号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2020 年 3 月新增 

10 广州市天河区 澳联玻璃厂 117147.6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 122
号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2020 年 3 月新增 

11 佛山市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

道口岸大道西侧地块

（绿地区域） 
22543 佛山市三水区口岸大道 22 号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

办事处国土城建和水务

局 
2020 年 3 月新增 

12 惠州市惠城区 
韵富首饰钟表（惠州）

有限公司地块 
17384.6 

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大湖溪 2
号区 

韵富首饰钟表（惠州）有

限公司 
2020 年 3 月新增 

13 广州市从化区 
广州建义投资有限公

司福从路 3 号厂区 15602.05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福从路 3
号 广州建义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新增 

14 广州市海珠区 人民化工厂地块 7978.7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 39
号 广州市人民化工厂 2020 年 3 月新增 

15 韶关市武江区 
韶关市 XL0405-03 号

（村头村政府储备地）

地块 
92585 

韶关市武江区西河镇村头村

北部 
韶关市土地储备中心 2020 年 11 月新增 

16 广州市海珠区 海珠区南石路 28 号地

块 
57852.61 广州市海珠区南石路 28 号 广州智诚实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新增 

17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市海珠区南石路

12 号地块 
21580 广州市海珠区南石路 12 号 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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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广州市南沙区 
广东农垦南沙西部工

业区工业四路地块 28051 
广州市南沙区西部工业区工

业四路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

司 2020 年 11 月新增 

19 广州市白云区 永泰客运站地块 73643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271
号 

广州越合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新增 

20 广州市从化区 从化邓村企岭地块 20516.1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邓村“企
岭”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2020 年 11 月新增 

21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溶剂厂码头区地

块 
2804.01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南岗头

东江口 
广州珠江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 3 月新增 

22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溶剂厂地块 168285.6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街南岗西

路 228 号 
广州珠江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 3 月新增 

23 佛山市三水区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

[2019-2020]01 地块 50560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文明

路（西南大道）以北、三水二

桥以东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三水

分局西南管理所 2021 年 3 月新增 

24 广州市荔湾区 广州广船二期地块 274600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40
号 

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新增 

25 广州市海珠区 海珠区三滘立交地块 93544 
广州市海珠区南部，广州大道

与广州环城高速教会的三滘
立交处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 3 月新增 

26 广州市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

禺山大道南侧 STJ15-
02 地块（原番禺水泥

厂） 

66940.3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北海村

地段 
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

中心 
2021 年 5 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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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广州市荔湾区 广州广船三期地块 143399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 40
号 广州广船船业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新增 

28 湛江市霞山区 湛江外加剂厂地块 43886.5 湛江市霞山区椹川大道 22 号 
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中

心 2021 年 5 月新增 

29 汕头市龙湖区 珠港新城黄厝围片区

00403 地块 
61267.7 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

试验区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5 月新增 

30 东莞市洪梅镇 东莞市洪梅镇污水处

理中心地块 
16019.3 东莞市洪梅镇河西工业区 东莞市洪梅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5 月新增 

31 东莞市塘厦镇 
东莞市塘厦镇行政中

心区 A03-01 地块 
57543 

东莞市塘厦镇宏业工业区湖

景路 30-32 号 
东莞市塘厦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5 月新增 

32 梅州市梅县区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

松口镇广东梅县航海

锰化厂地块 
38500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寺坑村 

广东航鑫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 5 月新增 

33 广州市荔湾区 
广州市荔湾区康王北

路小梅大街 7 号地块 
5568.84 

广州市荔湾区康王北路小梅

大街 7 号 
曾龙海、 刘继泽 2021 年 6 月新增 

34 广州市白云区 
白云区黄金围货运站

地块 
158834.6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1 年 6 月新增 

35 广州市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邦腾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地块 53501 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180号 
珠海横琴乐晟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2021 年 6 月新增 

36 韶关市曲江区 广东省粤北无机盐厂 91366.55 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 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6 月新增 

37 中山市东区 
中山市东区起湾北道

142 号之五地块 
28601 中山市东区起湾北道 142 号 

中山市中垣物业拓展有

限公司 
2021 年 6 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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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云浮市郁南县 

郁南县南兴再生资源

回收有限公司平台第

二分公司原生产经营

地块 

7484.11 云浮市郁南县平台镇黄瓜塘 
郁南县平台镇经济发展

总公司 
2021 年 6 月新增 

39 中山市东区 
中山市东区起湾北道

142 号之六、七地块 
51339.30 中山市东区起湾北道 142 号 

中山市中垣物业拓展有

限公司 
2021 年 6 月新增 

40 云浮市郁南县 
平台镇登高电池厂和

电镀车间地块 
11081 

云浮市郁南县平台镇人民政

府旁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

查评估实施单位） 
2021 年 6 月新增 

41 广州市黄埔区 
姬堂旧村改造项目

JT02、JT03 地块 11972.52 
广州市黄埔区姬堂村丰乐北

路西侧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姬

堂股份经济联合社 2021 年 9 月新增 

42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黄

埔洪圣沙地块 2 号区 278675.15 
广州市黄埔区洪圣沙中部和

南部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新增 

43 广州市黄埔区 

茅岗路以西城中村改

造项目地块五 A 地块

（AP0501001）（二

期） 

24778.02 广州市黄埔区大涌湾路南侧 
广州市茅岗腾顺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新增 

44 广州市海珠区 
广州第一橡胶厂（北

厂区）地块 
40211.16 广州市昌岗西路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2021 年 9 月新增 

45 广州市白云区 
中国航油集团南方置

业有限公司旧白云机

场老油库地块 
51277.77 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白云

山西麓 
中国航油集团南方置业

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新增 

46 广州市天河区 广州市钛白粉厂地块 35493.02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前进街

东圃石溪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 2021 年 9 月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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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东莞市洪梅镇 
东莞市洪梅镇河西产

业保障区城市更新首

期用地一区地块 
34426.56 东莞市洪梅镇新庄村沙望路 东莞市洪梅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新增 

48 东莞市洪梅镇 
东莞市洪梅镇河西产

业保障区城市更新首

期用地二区地块 
41556.07   东莞市洪梅镇新庄村望沙路 东莞市洪梅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新增 

49 东莞市洪梅镇 
东莞市洪梅镇河西产

业保障区城市更新首

期用地三区地块 
43950.37  东莞市洪梅镇新庄村望沙路 东莞市洪梅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新增 

50 佛山市禅城区 禅城区工农路 27 号原

佛陶集团耐酸厂地块 
112573.21 佛山市禅城区工农路 27 号 佛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2021 年 9 月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