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备案号 工程名称
工程造价
（万元）

建设单位 承建单位 监理单位 参建单位 项目经理 安全员
总监理
工程师

1 2017-9 珠海市金凤路翠屏段市政道路工程(T2标段) 24453 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张亚旺 张昭洪 熊渝

2 2018-5
珠海横琴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市政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

（二标段）（南区）施工总承包
17441.8581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荣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赖智萌

刘承金
邱景丽
唐林华
黄璇

李晓东

3 2018-30
横琴新区市政基础设施非示范段主、次干路市政工程

（二期工程）琴海东路（兴澳路至港澳大道段）、兴澳
路、子期南道

26210.09
中交横琴投资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李文 王卫平 陈益农

4 2019-1
南大干线（新化快速至莲花大道）-复苏小学至金业大

道段工程施工总承包（7.2标）
30757.96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管理中心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高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蒋晖 吴奇峰 徐卫东

5 2019-13
港口二路（迎宾路~江侨路）道路沥青化改造及品质提

升工程
9500.28

江门市蓬江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
管理中心

江门市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门市建设监理顾问有限公司 / 段振宇
李锦清
赵振耀

赵慧嘉

6 2019-30 韩江鹿湖隧洞引水工程 69980
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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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19-41
增城区增江“一江两岸”水利综合整治工程（光辉大桥

～初溪拦河坝段）
26388.41853 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

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源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 梁海荣 赖立权 曹粤

8 2020-13
广州南站110KV新客变电站至220KV聚龙变电站连接道路

工程
8125.27 广州新中轴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聂仁杰 田宏森 莫荣成

9 2020-20 白云大道（省道S356线淡水秋长段）一期改造工程 27638
惠州市惠阳区道路交通工程项目

管理中心
惠州大亚湾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

司
 广东际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 唐海林

房碧云
杨钦龙
黄俊强

黄易

10 2020-24 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道~梅华立交）T1标 32538.5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陈鹤永 陈文金 黄新军

11 2020-30
惠州市生态环境园一期填埋场和污水处理（渗滤液+综

合污水）项目
11666.71 惠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 李文高

崔兆
郭瑶

邓俊颖
陈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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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监理有限公司 / 戚甫友 郑有平 陈伟成

13 2020-32 水头沙片区内涝治理工程 3391.67 深圳市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
广东中弘策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 吕俊 王进卿 邱焕涛

14 2020-54 前海桂湾公园项目绿化景观工程施工总承包II标 19863.26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监理有限公司 / 谢兴华 姚壮伟 陈伟成

15 2020-60 光侨路（光明大街-新公常路）市政工程2标段 14188.62 深圳市光明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水兆业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
/ 左岳群 徐斌 刘军

16 2020-73 五华县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 11308 光大环保能源（五华）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 王承俭 张焕东 黄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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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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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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清 卢誉文 王振欢

18 2020-86 佛山市城北污水处理厂地埋式改建工程 55536.58
佛山市汇之源城北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王亮

王巨玺
王振民
孟利军

陈家焕

19 2020-92 横沥岛污水处理厂（含再生水厂）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 14990.47 广州科涤水处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 陈兴 梁志峰 曾庆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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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区开发建
设管理局

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 汤波
李强

柏海峰
谭健

郭学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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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东城街道办事处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南方（东莞）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万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 谢军兵 邓朝亮 易勇

22 2020-106 东莞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EPC+O（清溪镇） 87710.15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

公司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 陈石春 杨锦宏 卢普胜

23 2020-115 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光明段）施工 97092.525 深圳市天健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深圳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健第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石成定 吴绍洪 胥辉龙

24 2020-125 西涌河防洪达标整治工程 8880.98 深圳市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城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 李友信 蔡剑 刘新

25 2020-132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土建工程3204-1标 160762.8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发展

有限公司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 黄强 范鹏 徐加文

26 2020-137 华强路市容环境综合提升工程 2735.48 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金钢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 周国锋 庄炜煌 张维国

27 2020-139
新丰县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和创新产业示范园（梅

坑镇）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
14370.34 新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

广州市穗高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昊宇工程有限公司 陈汉培 何志勇 李文

28 2020-150
铁岗-石岩水库水质保障工程（二期）（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
128424 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燕波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
公司

李春伟 蔡玉明 刘良明

29 2020-152 葵涌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完善段 7507.96 深圳市大鹏新区建筑工务署
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
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粤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程盛华 王红军 王利荣

30 2020-155 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站配套设施工程 278700
江门市珠西枢纽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广东宇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爱军 钟东阳 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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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20-157 金湾区双湖路南段二期道路工程一标段 14533.84
珠海市金湾区联港基础投资有限

公司
广东耀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中妍建设有限公司 陈仕辉 梁坚毅 朱广滔

32 2021-1 龙湖大道（北段）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26960.02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政交

通管理中心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 蔡冬 黄星华 董家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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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
中心

广东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利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 叶志洪 陆康毅 李志成

34 2021-9 陈村镇环镇东路污水管网工程 1758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建设工程管

理中心
广东五华二建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辉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
司

/ 邓炎辉 周裕霞 叶品忠

35 2021-24 顺德粮食产业园周边市政道路工程（一期） 7326.83
佛山市顺德区顺控路桥投资有限

公司
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中交纵横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 王淼

李明科
吴智惠

陈慧

36 2021-26
五和大道（梅观高速-雅南路）段品质提升工程（施

工）
5911.15 深圳市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伦土木结构有限公司 / 谭海山 丁灏 吕继祥

37 2021-49 番禺区工业经济总部园区配套道路工程 3979.93
广州市番禺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

办公室
广州市黄埔建筑工程总公司 广州建达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东粤建设有限公司 范德祥 严秋燕 陈炎明

38 2021-50
番禺区前锋净水厂一、二期排放标准省级工程——一标

段（土建及安装工程）
4671.38 广州市番禺污水治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建筑工程总公司 广州建达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东粤建设有限公司 孙勇 陈慧勇 唐青林

39 2021-51
花都区黎民涌和民主涌流域请勿分流官网工程（东风大

道-四角围村-江北路）
2671.37 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建筑工程总公司 广东建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东粤建设有限公司 欧阳志成 何彦 颜国权

40 2021-66
三水区2020年污水管网建设工程(西南、云东海片区)－

第二标段
7038.79

佛山市三水区水利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 黄桥 卢俊辉 易振庭

41 2021-102
原佛山“一环”（禅城段）背景林、桥下空间及与地方

道路交叉口绿化提升改造项目工程总承包
11011.08999

佛山市禅城区园林绿化技术服务
中心

佛山市鼎垣工程有限公司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禅岳建设有限公司 郝轶 雷乐 蒲雨

42 2021-109 揭阳学院仙梅片区供水工程项目（第二子项） 7271.08 揭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揭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揭阳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朱林晖 陈冠声 何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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