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度广东市政金奖评定结果公示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参建单位

1
健康城净水厂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高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有限
公司

/

2
江高净水厂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有限

公司

3
广州南站110KV新客变电站至220KV聚龙

变电站连接道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广州新中轴建设有限公

司
广州市城建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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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
管理中心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广州市穗高工程监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

5
南大干线(新化快速至莲花大道)-石化
大道至东二环高速工程施工总承包(6.2

标)

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
管理中心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州工程建设监
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
工有限公司

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广东晟源建设有

限公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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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C）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东建设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

7
市管八条重要道路及周边区域更新改造
提升节点工程之滨江西路洲头咀公园节

点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广州市城市更新项目建
设管理办公室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监理咨询集团
有限公司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
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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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横沥岛污水处理厂（含再生水厂）一期

工程施工总承包
广州科涤水处理有限公

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粤腾建设有限公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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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南沙新区产业园
区开发建设管理局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

/

10
龙门县城风景河综合整治工程项目(西

风景河段)
龙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筑成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康君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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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高新科技工业园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城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广东康君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2
仲恺高新区智能终端装备制造产业园产
业二路（新陈大道至潼桥大道）建设项

目

惠州仲恺城市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深圳华粤城市建设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惠州市正富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康君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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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禅城区园林绿化
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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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鼎垣工程有限公
司

广东禅岳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金秋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广东星河建设

有限公司

14
顺德粮食产业园周边市政道路工程（一

期）施工
佛山市顺德区顺控路桥

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广东中交纵横建设咨询

有限公司
佛山市市政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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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

限公司
广东光中盛集团有限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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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水质净化厂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EPC）总承包
珠海市金湾区联港基础

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外天利（北京）工程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

17
珠海市金凤路翠屏段市政道路工程施工

（T2标段）
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

18 横琴新区大横琴山隧道工程（一期）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

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

司
/

19
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道~梅华

立交）T1标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耀南建设有

限公司

20
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港湾大道~梅华

立交）T2标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上海公路桥梁（集团）
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禅岳建设有限公司

21
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造贝立交～珠海

大道）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市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
程局有限公司

耀凯建设有限公司

22
珠海市金琴快线工程（珠海大道～北三

路）
珠海交通集团路桥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通规划研究院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鉴国际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

广东鼎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23
开平市赤坎古镇大道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
开平市古镇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东粤建设有限公司
、惠州城际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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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港口二路（迎宾路-江侨路）道路沥青

化改造及品质提升工程
江门市蓬江区政府投资

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江门市建设监理顾问有

限公司
江门市政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江门市城基建业有限公

司

25
阳春市春湾镇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二

期）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

阳春市公共工程管理局
一方设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阳江泰安工程监理有限

公司
立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26
吴川市创业片区综合整治项目（二期）

EPC工程总承包
吴川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

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监理咨询集团

有限公司
广州市第一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广东宝泰森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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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庆新区振粤园区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

划设计院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
/

28
龙湖大道（北段）升级改造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市政交通管理中心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广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二十冶建设有限公
司、湛江市第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29
乐昌市旧城提质项目（二期）工程第三

标段
乐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市政建设股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成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乐昌市市政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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