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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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理
工程师

1 2017-9
珠海横琴新区文化创意区（东区）土地一级

开发项目
31388.53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张亚旺 张昭洪 熊渝

2 2018-20
横琴新区国际居住区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工

程（S1、S4片区）
57922.27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外天利（北京）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袁程 陈家棋 熊军平

3 2018-22
220kV石井～环西电力隧道（西湾路～石沙路

段）土建工程施工1标
12571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 广州市诚铁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孙建敏 李文杰 左召威

4 2019-4
500kV楚庭（穗西）输变电工程电缆隧道（东

段）
19138.17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戴哲权 王欢贵 李文杰

5 2019-21 横琴新区大横琴山隧道工程（一期） 200900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张立辉 于国垒 邓耐梓

6 2019-26 深圳市高新区交通改造工程 25700.04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建筑工务署 / 深圳市鲁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刘斌 杨春生 徐世斌

7 2019-27
2019年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消除黑臭及河流水

质保障工程--南湾街道
175000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

/ 深圳市鲁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张良 何旭 曹田中

8 2019-28
2019年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消除黑臭及河流水

质保障工程--平湖街道
34000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

/ 深圳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祖光耀 罗林辉 徐仲民

9 2019-29
2019年龙岗区深圳河流域消除黑臭及河流水

质保障工程-布吉片区
102000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

/
深圳市华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吴振元 周会强 祁治

10 2019-31
健康城净水厂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
73400.62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 广州市穗高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何江 黄炳松 冯鑫

11 2019-36 横琴新区天沐河防洪及景观工程三标段 38087.28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横琴投资有限公司 / 中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张永 马海军 胡四文

12 2019-37
珠海横琴新区市政基础设施非示范段主、次
干路市政道路工程（二期工程）-艺文二道

22506.28 中交一航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横琴投资有限公司 /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张从伟 刘丛恺 陈益农

13 2019-38 黄埔区（大沙片区）光环境提升工程 12706.3428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

管理中心
/ 广东海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杜振美 彭锐 邹友民

14 2020-8
桂湾一路、临海大道、滨海大道地下道路机

电装修工程
31860

中铁四局集团机电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深圳市科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建设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

深圳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铁科院（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
胡兴旺

陈鼎
葛新昆
杜根亮
李刚

季顺安
王建勇
吴强

15 2020-11
开平市赤坎古镇大道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

包
10637.05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开平市赤坎镇城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惠州城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杜军 莫远强 张炎

16 2020-12
沥滘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沥滘污水厂提标

改造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168364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刘雪平 黄兵 白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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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0-14
增城区荔星大道、府佑路市政道路升级改造

工程施工总承包
1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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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天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李文锋 刘业扬 徐立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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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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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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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20-40 肇庆新区长利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48545.8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肇庆中建八局长利湖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肖隆科 叶时宇 尹宏章

21 2020-41
广东肇庆工业园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片区）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83462.9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肇庆新区振粤园区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倪建永 刘定强 谢建伟

22 2020-60
光侨路（光明大街-新公常路）市政工程2标

段
14188.62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

深圳市深水兆业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

左岳群 徐斌 刘军

23 2020-65 江高净水厂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99498.28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郭忠奎 刘鹏英 黄广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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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20-89
仲恺高新区智能终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产业二

路（新陈大道至潼侨大道）建设项目
5407.3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惠州仲恺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康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正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李君 陈金平 陈国祥

26 2020-90
东江科技园景观提升工程（惠州市东江高新
科技开发区科技大道南等道路工程（第二

期）
8926.23 广东康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高新科技工业园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邓志辉 刘正威 余方兴

27 2020-91
黄屋路（东升大道至智慧大道东）市政道路

工程
3524.20 广东康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智谷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周胜利 黄日尚 周文贵

28 2020-97
赤坎水质净化厂扩容提质（A段15万吨/日）

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11088.92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

湛江市广业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黄汝昌 曾金昌 陈振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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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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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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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众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李鸿伟 谢庭林 孙润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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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