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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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9-20
珠海西部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首期开发区

域（A区）1-3标段双湖路跨鸡啼门特大桥
32167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建珠海西部投资开发有限公 / 珠海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吴军 尹长兵 曹斌

2 2019-30 韩江鹿湖隧洞引水工程 69980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体

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
司

/
广州新珠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

建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谢永强 胡立志 邓月辉

3 2019-39
番禺区景观大道（莲花大道~S362线）工程—沙

湾段（K5+636.8~K8+698.673）
32165.58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
办公室

/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卢中津 汤重杰 刘更强

4 2020-10
十字门隧道工程勘察、设计及连线工作井施工总

承包
128582.66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珠海华保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王卫辉

王海涛
牛俊杰
陈梦义
刘柯

邓欠芽

5 2020-17
核龙线大鹏段（文化路口-核电站门口）市政化

改造工程Ⅱ标段
21037.27 深圳市建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盛杰宇 周辉 祝建平

6 2020-24
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道~梅华立交）T1

标
32538.5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陈鹤永 陈文金 黄新军

7 2020-26
北江（曲江乌石至三水河口）航道扩能升级工程

白石窑枢纽船闸工程
164000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
司

广东省北江航道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

广东胜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粤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陈秋声 莫达钟 伍栋

8 2020-32 水头沙片区内涝治理工程 3391.67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 广东中弘策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吕俊 王进卿 邱焕涛

9 2020-33
肇庆新区地下城市综合管廊及同步建设工程（四

工区）
43490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肇庆新区中朗管网营运管理有限
公司

/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陈泉羽
刘定强
汪旭辉

黄祖兴

10 2020-36 海汕路西闸至埔边段综合改造工程（第二标段） 46543.83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汕尾市代建项目事务中心 广东奕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许健
蔡桂标
梁丹
余榆林

徐峰江

11 2020-45
核龙线大鹏段（文化路口—核电站门口）市政化

改造工程Ｉ标段
18021.31 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鸿创建设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张国刚 张贵云 祝建平

12 2020-53 前海桂湾公园项目绿化景观工程施工总承包Ⅰ标 28632.66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 中海监理有限公司 戚甫友 郑有平 陈伟成

13 2020-58 江高净水厂配套主干管网工程 29208.98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余庆意 杨卓华 刘晚年

14 2020-61
黄埔区文涌景观升级改造及左、东支涌综合整治

工程施工
7968.53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河涌管理所 广东潮粤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华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覃辉煌 刘涛生 肖光新

15 2020-66 雷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71472 华邦建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环投清新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律建华 陈宏荣 陈兴良

16 2020-69  花都区大陵河三华净水厂工程 42981.8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排水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杜浩 黄锐 廖一博

17 2020-74
广州南沙新区大岗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块综合开发

项目港口大道工程
731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
设管理局

广州南沙产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刘永清 卢誉文 王振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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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0-96 嘉霖禧湾花园二期工程 31500 深圳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金盛达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 广州广保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简克彬 胡特 王晋章

19 2020-98
庆盛枢纽区块综合开发项目庆盛人工智能产业园

及安置配套工程东涌污水处理厂工程
18500 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
设管理局

/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汤波
李强
柏海峰
谭健

郭学荣

20 2020-99
东莞市东江下游片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厚街

镇污水收集系统完善工程）
78881.9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南方
（东莞）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人民政府 / 贵州建工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汪郅杰 鲍锐 彭俊杰

21 2020-100
东莞市东江下游片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莞城

街道污水收集系统完善工程）
21471.2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南方
（东莞）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莞城区街道办事处 / 广东中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田光燕 吴建福 樊洪国

22 2020-101
东莞市东江下游片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沙田

镇污水收集系统完善工程）
39941.11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南方
（东莞）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镇人民政府 / 广东中凯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唐军 郑宏宇 刘云

23 2020-102
东莞市东江下游片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虎门

镇污水收集系统完善工程）
39691.44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南方
（东莞）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人民政府 / 湖南明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勇 沈旭波 尹彩平

24 2020-103
东莞市东江下游片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东城

街道污水收集系统完善工程）
9581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南方
（东莞）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 广州万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谢军兵 邓朝亮 易勇

25 2020-104
东莞市东江下游片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工程（南城

街道污水收集系统完善工程）
60493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南方
（东莞）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街道办事处 /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王洪波 王平 展国海

26 2020-113 古树大道整体改造项目及绿道建设工程 3012.79 广东荣鸿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人民政府 / 广州中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张瑜 李振华 桑久林

27 2020-115 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光明段）施工 97092.53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石成定 吴绍洪 胥辉龙

28 2020-118 东莞市运河综合整治石马河流域（塘厦段）工程 106195.36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 福州诺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玉才 许军 张权庭

29 2020-127
横琴新区海绵城市第一批示范项目—科技研发区

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
308800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

局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仝德华
张正威

李福平 胡恒亮

30 2020-137 华强路市容环境综合提升工程 2735.48 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 深圳市金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周国锋 庄炜煌 张维国

31 2020-142
广花一级公路地下综合管廊及道路快捷化改造配

套工程（K9+500~K15+100）
134335.91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建胜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2 2021-3
城中村污水治理—白云区方石村、鸦湖村、大巷
村城中村污水治理工程和供水管网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包（EPC）
31880.45 广东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 广州利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叶志洪 陆康毅 李志成

33 2021-39 佛开高速张槎收费站提升改造工程 1846.87 佛山市鼎垣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公路交通发展中心 / 广东建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周小波 雷乐 张江峰

34 2021-46
荔城街改善人居环境工程——增城区挂绿湖安置
新社区（荔城片区）周边市政配套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标段一~标段二）（第2标段）
49931.05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广州挂绿湖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李鸿伟 谢庭林 孙润强

35 2021-56
荔城街改善人居环境工程——增城区挂绿湖安置
新社区（荔城片区）周边市政配套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标段一~标段二）（第1标段）
47133.66 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总公司

广州挂绿湖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林振斌 戴志辉 孙润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