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备案号 工程名称
工程造价
（万元）

承建单位 建设单位 参建单位 监理单位 项目经理 安全员 监理工程师

8 2019-2 北星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16267.39
广州市从化区市政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
/ 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袁斌

陈汉培
罗伟杭
傅韬

毛秋俊

9 2019-22 花山净水厂一期工程 36890.85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空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广州市水电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广东建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闫百禄 胡博超 姜运根

10 2020-5
中山市小榄镇联丰路改造第二中学交叉口

跨线桥工程
6834.93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榄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 河源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张树磊 乔川川 袁少华

11 2020-21
东莞市东引运河流域樟村断面综合治理工

程（污水管网完善工程第三标段）
24755.53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 深圳市鲁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陈运初

艾家旭
席淇

仇龙峰
刘杰

12 2020-9
中心城区珠江堤防栏杆及亲水平台改造工

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11314.2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珠江堤防管理中心 / 广东粤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彬洪 何康华 周文平

13 2017-19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土建工程

3201标
57382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王小军 尹富 王衎

14 2018-10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联围海堤200年一遇
加固达标工程（北界河至一涌东段、中山

界至四涌西段）
10303.76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环保水务局 / 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华艺 刘珂 叶明

15 2018-23
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德

段启动标段土建工程
51193.34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广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 广州市城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刘玮 刘平 许宏

16 2019-8 月亮湾立交-桂庙路主线跨线桥工程 41963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

深圳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雷志辉 冉磊 程立柱

17 2019-10

152条黑臭河涌城中村污水治理工程—白
云区萧岗村污水治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施
工总承包（EPC）及大坦沙污水处理系统
管网工程—新市涌以东片区一期—萧岗涌
-萧岗北涌污水管道工程（萧岗村段）施

工总承包

14985.65 广州华景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工程建设

管理中心
/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骆伟源 何思伟 曹小军

2020年下半年“广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获奖名单（排序接上半年）



18 2019-14
省道S374 线霞山百蓬至麻章田寮村段改
建工程(湛江大道)PPP 项目路基工程第二

标段
80000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湛江大道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 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姜光辉 郭晓光 黄生

19 2019-19 鼎湖区TOD片区第一期市政道路建设工程 22039.46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建设项目办公

室
/

广州恒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黄杰 赵国栋 徐爱军

20 2020-7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4号线三期工程主体
工程4302标段一工区常规设备安装及装修

工程
12200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港铁技术咨询（深圳）有限
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机电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北京建大京精大房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吴红亮
孙玉贤

刘继红
陈金方
蒋涛

周也

21 2020-15 龙飞大道北段市政工程 4331.07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署 / 深圳市鲁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李宏亮 董育彪 曾翔林

22 2020-18
翁源县朝阳路东段改造工程、翁源县城市
政道路沥青混凝土罩面工程（县城朝阳

路）施工
5573.77 广东省勃诚建设有限公司

翁源县龙腾城市建设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广东恒州路桥建设有限公
司/盛业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志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杨亚鹏
麦观英
郑鹏辉

岳清奇

23 2020-21
东莞市东引运河流域樟村断面综合治理工

程（污水管网完善工程第三标段）
24755.53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

司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 深圳市鲁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陈运初

艾家旭
席淇

仇龙峰
刘杰

24 2020-23
东莞市东引运河流域樟村断面综合治理工

程污水管网完善工程第二标段
19890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

上海同济市政公路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郭逢波 叶明君 杨金华

25 2020-43
光明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公明
核心片区及白花社区）EPC（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
14788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
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
程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李兴文
王严华
杨杰

吴冰
张云

王宏远
熊高君

26 2020-46
增城区沿江东路（增城大桥至人民桥段）

除险加固工程
4809.58 广东豪源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公共建设项目
项目管理服务中心

/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陈志华 余亚模 高猛

27 2020-47 东门桥重建工程装饰工程 1911.21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公共建设项目

管理服务中心
/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冼淑贤 刘冠翔 李夫兵

28 2020-48 东门桥重建工程 8170.84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公共建设项目

管理服务中心
/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邱永钦 梁桂荣 李夫兵

29 2020-49
中山路连接线及堤岸整治工程勘察设计施

工总承包
5706.95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公共建设项目
管理服务中心

/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杨志明
林嘉文
纪晓彬

孙润强



30 2020-51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十五条河域整治PPP项

目
47398.57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九控环境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

广东顺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佛山市科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曾林光 华登辉

黄杰
周敬
朱斌
曹舒平

31 2020-55
梅州城区芹洋横一路（芹洋罗乐大桥西端

道路）工程
3320.08 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梅州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
理中心

/
揭阳市质安工程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陈铭能 谢洪杨 李循

32 2020-57 国际会展中心快速智慧公交接驳工程 12492.95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宝安管理

局
/ 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李佐军 程军辉 卢启煌

33 2020-82
东莞220千伏伯治（麻涌）输变电工程施

工（第一标段）
14915.24

东莞市输变电工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
供电局

东莞市石龙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广东诚誉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
司

翟景坚 孟浩 贺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