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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广州市天河

区珠江新城，是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子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注册资本金 36.2 亿元，公司主要

经营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程项目的筹划、建设运营和管

理；项目沿线流域配套治理等的经营、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水资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等。

公司作为广东省建工集团承接广东省内重大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管理、运营的平台公司，经广东省政府授权负责韩

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程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以及广

东省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的建设实施，现管理、投资项

目总投资 60多亿元。

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工程是广东省重大水利民生工程，

工程投资 40.47 亿，共包含 4 个子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优化

粤东地区水资源配置，保障水生态，改善水环境，切实解决粤

东地区两千万人民群众用水问题。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二期）

项目投资规模 23.1 亿元，项目对汕头、江门、茂名、肇庆、

揭阳 5 市 14 县河道进行疏浚清淤、岸坡整治及护岸工程、堤

防工程等，规划治理河段共 101 个，总治理河长 1130.1 公里，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水利防洪工程体系短板，提升区域水安全的

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地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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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董事长 黄瑛鹏，董事 王桂生。

党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 周振宇，支部委员 徐东，支部

委员 周焕明。

经营班子：副总经理 周振宇。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建集〔2021〕112 号，黄瑛鹏同志任三江公司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周振宇同志任三江公司副总经理。

2.根据粤建集党〔2021〕52 号，周振宇同志任三江公司

党支部委员。

3.根据粤建集〔2020〕218 号，周振宇同志任三江公司副

总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 2019 年度薪酬情况（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时

间

2019 年度从本公司获得的薪酬情况

预计当

年任期

激励收

入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方领取

薪酬

应付年薪

（基本年

薪+绩效年

薪）

社会保险、

企业年金及

住房公积金

的单位缴纳

（存）部分

其他货币

性收入

（注明具

体项目并

分列）

梁启荣 总经理
2019年 5月至

2020 年 6 月
36.67 2.01 无 7.33 否

备注：

1.上表披露信息为我公司企业负责人 2019 年度全部应发税前薪酬(不含 2019 年发放的以往年度

薪酬)；
2.任期激励收入须经任期考核达到条件后按规定核发。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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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798 万元、净资产为 454,36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为 448,858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97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1.2020 年度，招聘应届毕业生 6 人；

2.2020 年 9 月，参加增城区“河小青”志愿者队伍，联

合开展水生态治理巡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 4 -

开平广建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开

平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开平市水资源开发管理中心（开平市疏

浚队）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联合组建开平广建河流治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开平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开

平市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开平广建公司注册

资本金 806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4030 万元，开平市水资

源开发管理中心认缴出资 4030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

流治理项目共 7 宗，规划总治理河长 57.8 公里，规划总投资

806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徐东（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徐东（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郭

圣洁（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梁龙灿（开平市水资源开

发管理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开平核变通内字【2020】第 2000030034 号》，

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在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企业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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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核准变更事项，徐东同志任开平广建河流治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和总经理。

五、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2人，其中0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

薪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3,311 万元、净资产为 3,31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3,31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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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恩

平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恩平市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联合组建恩平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恩平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恩平市中小

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恩平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19247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9623.5 万元，恩平市水利工程

建设服务中心认缴出资 9623.5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

流治理项目共 7 宗，总治理河长 98 公里，规划总投资 19247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徐东（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徐东（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郭

圣洁（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梁登科（恩平市水利工

程建设服务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恩平核变通内字【2020】第 2000029422 号》，

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在恩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企业法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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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核准变更事项，徐东同志任恩平广建河流治理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和总经理。

六、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2人，其中0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

薪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7,007 万元、净资产为 6,21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6,21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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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信

宜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信宜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

2020年1月15日联合组建信宜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宜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信宜市中

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信宜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7376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6454 万元，信宜市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管理中心认缴出资 922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共 3 宗，总治理河长 46.1 公里，规划总投资 9450 万

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徐东（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徐东（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郭

圣洁（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梁培辉（信宜市水务局

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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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公司未成立，无薪酬发放。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3,994 万元、净资产为 3,99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3,99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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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高

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高州市鉴龙水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于2020年 7月 13日联合组建高州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州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高

州市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高州广建公司注册

资本金 1672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14630 万元，高州市鉴

龙水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2090 万元），负责建

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 10 宗，总治理河长 104.5 公里，

规划总投资 23263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徐东（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徐东（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郭

圣洁（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陈东明（高州市鉴龙水

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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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公司未成立，无薪酬发放。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2,092 万元、净资产为 2,09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2,092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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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台

山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台山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联合组建台山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台山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台山市中小

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台山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698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3310 万元，台山市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认缴出资 3670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项

目共 2 宗，总治理河长 33.1 公里，规划总投资 698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徐东（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徐东（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郭

圣洁（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朱国康（台山市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公司未成立，无薪酬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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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2,081 万元、净资产为 2,0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2,08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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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化

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化州市水利水电建设服务中心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联合组建化州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化州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化州市中小

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化州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20489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17785 万元，化州市水利水电

建设服务中心认缴出资 2704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共 11 宗，总治理河长 135.2 公里，规划总投资 30018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徐东（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徐东（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郭

圣洁（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张荣华（化州市水利水

电建设服务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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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公司未成立，无薪酬发放。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5,327 万元、净资产为 5,3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5,327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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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肇

庆市广宁县人民政府授权单位广宁县水电工程公司（2020 年 3

月 16 日变更为广宁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联合组建广宁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宁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肇庆市广宁县中

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广宁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30729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26888 万元，广宁县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认缴出资 3841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共 20 宗，总治理河长 197.6 公里，规划总投资 38412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徐东（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徐东（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周

颖（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李娜（三江公司委派）、

副总经理 陈善强（广宁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广宁核变通内字【2020】第 20000687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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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 5月 26日在广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企业法定代

表人核准变更事项，徐东同志任广宁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2.根据《广宁核变通内字【2020】第 2000020500 号》，

于2020年 3月 16日在广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东核准变

更事项，由广宁县水电工程公司变更为广宁县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1人，其中0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1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

薪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14,429 万元、净资产为 13,4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13,40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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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西县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揭

西县人民政府授权单位揭西县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联合组建揭西县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揭西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揭西

县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揭西广建公司注册资

本金 3407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26404 万元，揭西县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认缴出资 7666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 17宗，总治理河长 174.2 公里，规划总

投资 3407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周振宇 （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周振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甘

大钦（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林俊雄（揭西县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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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2人，其中0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

薪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12,681 万元、净资产为 10,9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10,927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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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产业园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揭

阳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授权单位揭阳产业园白塔镇水

利管理所、揭阳产业园桂岭镇水利管理所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联合组建揭阳产业园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产业园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揭阳产业园中

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产业园广建公司注册资本

金 389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2723 万元，揭阳产业园白塔

镇水利管理所认缴出资 897 万元、揭阳产业园桂岭镇水利管理

所认缴出资 270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 2

宗，总治理河长 21.31 公里，规划总投资 389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周振宇 （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周振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甘

大钦（三江公司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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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2 人，其中 0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薪

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2,869 万元、净资产为 2,5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2,50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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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空港区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揭

阳市空港经济管理委员会授权的揭阳空港经济区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技术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联合组建揭阳空港

区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广建公司”）

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揭东区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

设管理。空港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509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

出资 3563 万元，揭阳空港经济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技术服务

中心出资 1527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 2

宗，总治理河长 29.665 公里，规划总投资 509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周振宇 （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周振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甘

大钦（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林晓锋（揭阳市空港经

济管理委员会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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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2人，其中0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

薪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2,105 万元、净资产为 2,1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2,10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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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揭东区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揭

东区人民政府委派的揭东区玉滘镇水利所、锡场镇水利所于

2019年12月18日联合组建揭阳市揭东区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揭东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

责揭东区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揭东广建公司

注册资本金 265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1855 万元，玉滘镇

水利所出资 135 万元、锡场镇水利所出资 660 万元，合计 695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 2 宗，总治理河长

12.67 公里，规划总投资 265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周振宇 （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周振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甘

大钦（三江公司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2 人，其中 0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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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薪

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1,855 万元、净资产为 1,85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1,85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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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普

宁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普宁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联合组建普宁市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普宁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位，负责普宁市中

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普宁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1657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12842 万元，普宁市水利工程

管理服务中心认缴出资 3728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

治理项目共 6 宗，总治理河长 84.6 公里，规划总投资 1657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周振宇 （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周振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甘

大钦（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邱杰（普宁市水利工程

管理服务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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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公司未成立，无薪酬发放。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净资产为 5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0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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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潮南区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汕

头市潮南区人民政府授权单位汕头市潮南区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服务中心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联合组建汕头市潮南区广建

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南广建公司”）作为项

目法人单位，负责汕头市潮南区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

设管理。潮南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1746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

出资 13532 万元，汕头市潮南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认

缴出资 3928 万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 3 宗，

总治理河长 84.1 公里，规划总投资 22300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周振宇 （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周振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邱

江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庄广平（汕头市潮南区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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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2人，其中0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

薪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11,851 万元、净资产为 10,19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10,199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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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潮阳区广建中小河流治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 2018 年第 19 次、第 24 次常务会议关

于“对单个项目超过一定额度的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注资省属国

有企业实施”的精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广东

省粤东三江连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公司”）与汕

头市潮阳区市人民政府授权单位汕头市潮阳区水电综合开发

公司于2020年 10月 9日联合组建汕头市潮阳区广建中小河流

治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阳广建公司”）作为项目法人单

位，负责汕头市潮阳区市中小河流治理（二期）项目建设管理。

潮阳广建公司注册资本金 9660 万元（三江公司认缴出资 7487

万元，汕头市潮阳区水利水电建设服务中心认缴出资 2173 万

元），负责建设管理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共 9 宗，总治理河长 51.5

公里，规划总投资 10325 万元。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周振宇 （三江公司委派）

经营班子：总经理 周振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邱

江宇（三江公司委派），副总经理 郑伟雄（汕头市潮阳区

水电综合开发公司委派）。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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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2 人，其中 0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

2 人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方领取薪酬，共发放企业负责人薪

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5,357 万元、净资产为 5,35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5,357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