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7年度广东省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达标项目 

1 

工程名称: 广深高速工程大观路出入口改

造工程（一标）施工总承包 

承建单位: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领导小

组办公室 

监理单位: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刘杰 

安 全 员: 陈志成 

项目总监: 李璘 

2 

工程名称: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号线首期

工程（鱼珠至象颈领段）[施工

6 标]土建工程 

承建单位: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单位: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铁四院（湖北）工程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陈中华 

安 全 员: 李绪畅 

项目总监: 张彤功 



                                                                                                                                                                                                                                                                                                                                                                                                                                                                                                                                                                                                                                                                                                                                                                                                                                                                                  

3 

工程名称: 广中江高速公路礼乐出入连接

线（胜利南路延长线）工程 

承建单位: 中电建路桥集团江门大道配套

道路工程项目总承包部 

建设单位: 江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监理单位: 江门市建设监理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赵靓 

安 全 员: 张建行 

项目总监: 王雪林 

4 

工程名称: 深圳市龙华新区现代有轨电车

示范线工程一标 

承建单位: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深圳市龙华新区建设管理服务

中心 

监理单位: 铁科院（北京）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向世国 

安 全 员: 罗劼 

高鸿肖 

张校义 

项目总监: 杨敏  

 

5 

工程名称: 深圳桂庙路快速化改造（一期）

工程地铁共线段一标 

承建单位: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中咨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项目经理: 谭小春 

安 全 员: 曾利春 

项目总监: 陈浩伟 



6 

工程名称: 龙归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EPC）项

目 

承建单位: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广州市广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黄立志 

安 全 员: 冯伟良 

项目总监: 左玮琦 

7 

工程名称:  佛山市禅城区奇槎泵站工程 

承建单位: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建设单位: 佛山市禅城区水利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监理单位: 广东顺水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张可新 

安 全 员: 张伟 

项目总监: 罗清云 

8 

工程名称: 河源市中兴通讯项目市政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一期） 

承建单位: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

司 

监理单位: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潘飙 

安 全 员: 黄培炎 

项目总监: 周玉灵 



9 

工程名称: 梅州市江南新城棚改区地下综

合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剑英大道道路及地

下综合管廊工程 

承建单位: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单位: 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李云锋 

安 全 员: 黎伟龙 

项目总监: 李培生 

10 

工程名称: 广州市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

（飞鹅岭至高增段）【车站设

备安装工程 IV 标段】工程   

承建单位: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吴林霞 

安 全 员: 陈永坚 

项目总监: 简锋 

11 

工程名称: 广州市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镇

龙车辆段【施工Ⅱ标】 

承建单位: 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广东至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徐俊逸 

安 全 员: 张峰 

项目总监: 何凯朋 



12 

工程名称: 南坪快速路三期工程土建五标

工程-基础工程 

承建单位: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有限 

参建单位：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监理单位: 深圳市兆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梅振贵  

安 全 员: 文绍国 

项目总监: 茅杭川 

13 

工程名称: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新建渗滤液处理二厂施工总

承包 

承建单位: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建设单位: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工程管理中

心 

监理单位: 深圳市鲁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朱建彬 

安 全 员: 王兴 

项目总监: 陈先荣 



14 

工程名称: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 

延线工程 5122-1 工区（赤湾 

站、赤湾站站后配线） 

承建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 

建设单位: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中弘策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白伟 

安 全 员: 李鲲鹏 

项目总监: 陈翔 

15 

工程名称: 龙华新区污水支管网三期工程

---观湖办事处樟坑径等 5个片

区雨污分流管网工程 

承建单位: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建设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建筑工务局 

监理单位: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万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潘小兵  陈学水 

黄爱军  刘亮 

柯云南 

安 全 员:  

洪灿程  张挽欣 

朱俊    姚尚峰 

郭世勇 

项目总监:  

蓝业寿 王子云 

齐少文 王建兴   

邹益群 



16 

工程名称: 江灵南路（番中公路至京珠高 

速段）工程 

承建单位: 大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基本建设办公室 

代建单位：广东穗芳工程管理科技有限公

司 

监理单位: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项目经理: 王建 

安 全 员: 刘景超 

项目总监: 刘永忠 

17 

工程名称: 艺洲路及周边道路维护项目 

承建单位: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 

建设单位: 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

局 

监理单位: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项目经理: 林勇文 

安 全 员: 刘友民 

项目总监: 谢晓民 

18 

工程名称: 阅江路及周边道路维护项目 

承建单位: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 

建设单位: 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

局 

监理单位: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项目经理: 林勇文 

安 全 员: 刘友民 

项目总监: 谢晓民 



19 

工程名称: 港前大道道路提升工程施工总

承包 

承建单位: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参建单位：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基本建设办公室 

监理单位: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司 

项目经理: 陈尚之 

安 全 员: 陈俊杰 

项目总监: 孙建峰 

20 

工程名称: 徐闻县鲤鱼潭水库光伏电站二 

期 20 兆瓦 EPC 总承包工程 

承建单位: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徐闻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唐圣斌 

安 全 员: 魏刚贤 

项目总监: 欧仁庚 

21 

工程名称: 徐闻县鲤鱼潭水库光伏电站三

期 30 兆瓦 EPC 总承包工程 

承建单位: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徐闻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深圳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苏启凤 

安 全 员: 齐欢 

项目总监: 欧仁瘐 



22 

工程名称: 石井净水厂设备采购及安装工

程 

承建单位: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张正五 

安 全 员: 宋磊 

项目总监: 郭子敏 

23 

工程名称:  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

纵四路东至广梅汕铁路沿线

地块平基及基础设施项目-地

块平基工程 

承建单位: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梅州广梅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监理单位: 广州市广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 陈宇翔 

安 全 员: 郭一贤 

黄海波 

欧建生 

项目总监: 陈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