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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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
高栏港经济区平沙新城起步区（造地及
填土、土地开发、道路配套）工程二期

工程4标-启航路一期
17981 广东光中盛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
司

/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何启义 谢善康 陈鸣

2 2017-7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6102标三工

区
29856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

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 深圳市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军华 王永卫 王凤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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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6
番禺区大山东涌黑臭水体治理工程施工

总承包
4669.5 春涛国际建筑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大石
街道办事处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黄立勤 陈少芬 郝震东

5 2018-27
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区-综合管廊工程

一期
9936.09

深圳南海岸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岗区建筑工务局 / 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张小明 张奕华 刘洋

6 2019-1
南大干线（新化快速至莲花大道）-复
苏小学至今夜大道段工程施工总承包

（7.2标）
30757.96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领导
小组办公室

/ 广州市穗高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蒋晖 吴奇峰 徐卫东

7 2019-3 口岸站-凫洲站110/220KV电力管廊工程 27450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基本建设办公

室
/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丁加亮 邓治勇 萧浩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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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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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逢寿

10 2019-19
鼎湖区TOD片区第一期市政道路建设工

程
22039.46  肇庆市鼎湖区建设项目办公室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收据

/ 广州恒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黄杰 赵国栋 徐爱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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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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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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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019-32
大沙地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大沙地污
水厂提标改造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
127130.73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郑志奋 阙兴旺 伍学良

15 2019-33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船舶与海洋制造基地
一围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三期一标段

6652.46
深圳市中邦（集团）建设总承包

有限公司
珠海富山工业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 广州广保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汪孝雄 向伟文 朱志辉

16 2019-34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船舶与海洋制造基地

一围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二期
21579.53 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富山工业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 广州广保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彭荣

何瑞芬
林伟彬
赵淑鑫
史光雄

朱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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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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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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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019-38 黄埔区（大沙片区）光环境提升工程 127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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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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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88.42

广州市市政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

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
所

湖南合一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源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梁海荣 赖立权 曹粤

20 2019-42
横琴新区国际居住区市政基础设施及配

套工程（S2片区）
28405.56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颜昌平 黄振海 张庆民

21 2020-4 湛江市调顺跨海大桥一期工程 187601.6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湛江调顺大桥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 西安方舟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戴军翔 汪旺超 张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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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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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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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体）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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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020-11
开平市赤坎古镇大道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
1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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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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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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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020-16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工程土建工

程3204-2标
43429.32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三号线
发展有限公司

/
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许健 成达昌 徐加文

29 2020-19
公常路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段下穿改造工

程
170163.24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常路
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段下穿改造工

程总承包项目经理部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
心

/ 深圳市鲁班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曲宏福
张泽辉
秦瑶

李志瑞
陈先荣

30 2020-20
白云大道（省道S356线淡水秋长段）一

期改造工程
27638

惠州大亚湾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
司

惠州市惠阳区道路交通工程
项目管理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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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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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段）

80372.2 中铁二局集团公司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
深圳市东部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刘洋 黄佳麒 文茂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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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江

镇、常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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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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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兆
郭瑶

邓俊颖
陈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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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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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杰

王宏远
赵腾

熊高君

36 2020-44
韶关芙蓉新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及同步
建设工程（19号路、23号路、34号路、

45号路道路项目）
9702.5 广东省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韶关芙蓉新区管理委员会
（韶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代建管理局代建）
/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王庆雄

黄文海
黄燕平
刘文琳

罗美玲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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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办公室

/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陈志华 余亚模 高猛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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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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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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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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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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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林光 华登辉

黄杰
周敬
朱斌

曹舒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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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 中海监理有限公司 谢兴华 姚壮伟 陈伟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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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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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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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2020-63
车陂路-新滘东路隧道工程（黄埔大道

至新港东路）
149328.67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四航（广州）投资有限
公司

/ 广州市市政监理有限公司 曾尚松 罗伟财 陈建安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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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郭忠奎 刘鹏英 黄广锐

48 2020-72
南大干线（市新路至新化快速路）-金
光东大道至谷围新村工程施工总承包

(5.2标)
26561.18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管理
中心

/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靳连杰 陈敦志 宁伟钊



49 2020-73
五华县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ppp）项目
45805.21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光大环保能源（五华）有限
公司

/ 东莞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王承俭 张焕东 黄伟华

50 2020-76
东莞市东江下游片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工
程（石龙镇污水收集系统完善工程）

26561.18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镇人民政府 / 北京中协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翟国凌
方旭洲
杨成辉
刘超

 商爱雄

51 2020-77
增城区永宁街永和北部片区污水处理系
统提质增效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45805.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

街道办事处
/ 广东鹏裕建设有限公司 刘锐 陈细清 肖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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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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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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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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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2020-91
黄屋路（东升大道至智慧大道东）市政

道路工程
850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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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2020-94
北线引水工程安全隐患整改（含龙茜供

水改造工程）
52554.42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
司

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
心

/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甘甜 柳万龙 郭贤浦

57 2020-106
东莞市石马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EPC+O

（清溪镇）
87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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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 江西中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陈石春 杨锦宏 卢普胜

58 2020-110 新塘镇东部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32737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

府
/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李锋 李巨林 任伟

59 2020-111 新塘镇中部片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程 3682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

府
/ 广东省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王承刚 钱吉磊 罗鸣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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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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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昊宇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高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陈汉培 何志勇 李文

61 2020-140 禅意大道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85097.71
韶关市曲江区交通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
/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袁斌 黄天明 李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