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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集团”）是

中国企业 500 强、全省建筑行业龙头企业,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20 年 9 月，根据建工集团战略部署，

整合了旗下设计资源组建而成，围绕战略发展和主业定位需求，

搭建建工集团全产业链中重要的技术支撑服务平台，成为具备前

期策划服务能力和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能力的设计产业服务商，

以及成为“行业领先、机制新、人才优、品牌强”的省内设计行

业新标杆。

目前，设计集团有下属二级企业 10 个，下属二级企业分别

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广东建科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东建科施工图审查

有限公司、云浮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工设计顾问有

限公司（参股）、广东省教育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正见建筑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

拥有一支近 1500 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其中具备各专业高级职

称的达 200 多人，各类注册工程师 150 多人，未来将打造成省内

拥有设计资质最全、专业覆盖范围最广、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设

计机构之一，具备城乡规划、建筑工程、市政、岩土、测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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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专业甲级设计资质，业务范围涵盖项目的前期策划咨询、

规划、建筑、市政、风景园林、环境艺术、特种施工等 18 个专

业领域，能为各类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优质技术服务。

设计集团目前有 5 家企业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的广东省绿色建造与装配式建筑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广东省工

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与广东省三旧改造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积极

参与国家“十三五”课题以及多项国家、省市、行业的科研与规

范、标准编写工作，多年来，在国家级、省级的各类优秀设计奖

与科技进步奖方面硕果累累。

二、管理架构

董事长 万雄斌

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谭上飞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曾红川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李廷

总工程师 徐其功

三、重要人事变动

（一）根据《关于万雄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粤建集〔2020〕

249 号）：

聘任万雄斌同志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

聘任谭上飞同志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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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聘任曾红川同志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聘任李廷同志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徐其功同志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以上同志聘期三年。

（二）根据《关于谭上飞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粤建集党

〔2020〕112 号）：

谭上飞同志任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书

记；

曾红川同志任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

记、纪委委员、书记、工会主席；

李廷同志任广东省建工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由于设计集团为 2020 年新组建成立，2019 年度无薪酬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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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60

万元、净资产为16,70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6,70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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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实施方案》有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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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结合设计集团的功能定位及设计行业的特点，设置五个职能

部门和一个中心，分别为：综合行政部、经营发展部、党群人事

部、技术管理及研发中心、财务部、审图中心。

八、社会责任

1.疫情期间，设计集团下属建科设计院勇担国企重任，协助

广州市政府完成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工作应急医院预案

设计工作，项目方案得到了省发改委的好评，建科设计院成为省

发改委全省应急医院项目的技术支撑单位，全省应急会议推荐建

科设计院作为全省应急医院建设项目的咨询及技术支持单位。

2.设计集团结合公司需求在国企招聘专区、智联招聘等平台

发布招聘信息，积极开展高校校园招聘工作，2020 年度招收应

届毕业生 15 人。

3.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为积极响省委省政府号召，设计集团下属

各单位积极参加广东扶贫济困日系列活动，并组织开展消费扶贫

等工作。

4.设计集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修复产业”为切入点，依托建工集团重点项目垦造水田、中

小河流整治项目，拓展土壤修复和水资源处理等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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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前身为原广东省建筑工程总公

司设计公司，成立于 1988 年。1998 年 2 月，经广东省建设委员

会批准，由原广东省建筑工程总公司设计公司、广东省建工设计

公司、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设计室、广东省第三建筑工程公

司设计室、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设计室、广东省建筑工程学

校设计室等六个设计单位合并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院。2015 年 6

月，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同意，更名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广东省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10 月，原名广东

省建工设计院，2015 年 6 月更名为广东省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根据《关于组建成立设计集团的通知》（粤建集

〔2020〕241 号）精神，为促进设计版块做强做优做大，在广东

省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基础上

组建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公司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

资质、城乡规划编制乙级资质、环境工程设计专项污染修复工程

乙级、土地规划乙级资质及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丙级资质、测绘资

质（丙级）等，并通过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自成立以来，公

司坚持以“实用、经济、美观”为设计指导原则，以“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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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科学管理、持续改进”为质量方针，恪守“信誉、服

务、效益”服务理念，坚持走管理创新、质量兴院、科技强院之

路，积极承担省委省政府垦造水田、棚户区改造、农村四好公路

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与万科、恒大、祈福、侨鑫等国内

外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彰显了品牌、人才、

信誉优势。

建院以来，公司先后完成工程设计任务 8000 多项，其中荣

获国家级、省级优秀设计奖 40 余个，荣获广东省建工集团优秀

设计奖 89 个。公司连续 28 年被广东省工商局授予“重合同、守

信用单位”；2017 年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

省税务局授予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9 年被授予“广东省

女职工创新工作室”“五强五化”示范党组织荣誉称号。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范炳礼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关于叶蓓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广建设计〔2020〕7

号）：聘范炳礼同志任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给排水专业）兼任广东省建工设计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2 人，其中 2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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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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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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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9

万元、净资产为 4,41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416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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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无。

八、社会责任

2010 年以来，建工设计院总计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 276，

300 元。连续 28 年被广东省工商局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主动参与社区疫情防控

一线，带头组织志愿服务，带头维护稳定，主动承担所在社区防

控工作任务，在核酸检测、物资配送、场地提供、扶老助弱等方

面积极支持和配合社区做好相关工作。此外，党员志愿者、青年

志愿者还到附近社区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 4 次，直接服务群众

25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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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科设计院”）

创立于 1972 年，隶属于广东建工集团旗下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州市高端专业服务业重点

企业 ，拥有一支由业内卓越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逾 600 人的

专业队伍，拥有建筑设计、城乡规划、市政（排水工程、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岩土勘察、工程咨询、水土保

持、工程测量、风景园林等 16 项专业资质。

建科设计院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的广东省绿色建造与

装配式建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与广东省三旧改造协会的副

会长单位。积极参与国家“十三五”课题及多项国家、省市、行

业的科研与规范、标准编写工作，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政策及技术研究支撑单位，具有丰富的设计经

验、优秀的技术素质及齐备的专业配套，是广东省建筑勘察设计

行业信誉卓著的综合类甲级设计院。

二、管理架构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郭俊杰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关于叶蓓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广建设计〔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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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聘郭俊杰同志任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

综合行政部部长，兼任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任期三年。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5 人，其中 5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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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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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28

万元、净资产为 8,69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69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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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建科设计院勇担国企重任，协助广州市政府完

成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工作应急医院预案设计工作，项目

方案得到了省发改委的好评，建科设计院成为省发改委全省应急

医院项目的技术支撑单位，全省应急会议推荐建科设计院作为全

省应急医院建设项目的咨询及技术支持单位。

2.参加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向广东省扶贫基

金会捐款 5 万元，并签订《广东扶贫济困捐赠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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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扶贫开领导

小组《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扎实推进消费扶贫的实施意见》

及省扶贫办、省总工会《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等文件

部署要求，建科设计院积极参与建工集团对口帮扶的大埔县长丰

村和新丰县桐木山村农副产品消费扶贫工作，消费扶贫共计

46,000 元。



- 11 -

广东建科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科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广

东省第一批具有特种专业工程资质的国有企业，主要从事建筑结

构加固与综合改造、桥梁维修加固、地基基础、岩土工程、深基

坑支护、地质灾害治理、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节能改造等方面的专业施工与设计及咨询服务等工作。目前已发

展成为我省专业从事既有建筑物综合改造的龙头企业。

工程公司深耕维修加固改造等专业市场，坚持设计、施工相

结合，以设计为龙头带动施工的经营发展策略，打造了一支能“打

硬仗”、技术力量雄厚，拥有高工、硕士、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等各种高素质人才的队伍。凭借着多年的行业积累、

过硬的技术实力和优质的服务质量，工程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品牌

形象，确立了省内加固行业的标杆和龙头地位。

二、管理架构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陈伟坚

副总经理 林启辉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关于吕文龙等同志免职的通知》（粤建研〔2020〕

85 号），吕文龙同志不再任工程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2.根据《关于张作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粤建研党

〔2020〕15 号），陈伟坚同志任工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吕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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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不再担任工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委员职务。

3.根据《关于陈伟坚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广建设计〔2020〕

9 号），陈伟坚任广东建科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林启辉任广东建科建筑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2 人，其中 2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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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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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4

万元、净资产为 2,93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93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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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关于公司成立党群工作部的通知》（粤建工程〔2020〕

13 号），工程公司 2020 年 4 月 17 日成立党群工作部。

2.根据《关于地基基础部人员并入技术管理部管理的通知》

（粤建工程〔2020〕26 号），2020 年 6 月 9 日工程公司地基基

础部人员并入技术管理部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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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会责任

工程公司深耕维修加固改造等专业市场，坚持设计、施工有

机结合，党建和生产管理相融共促，确立了省内加固行业的标杆

和龙头地位。牢记初心使命，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应急抢险、

边坡抢险、危险房屋加固改造等整治工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精神，工程公司勇于作为，积极

参与全省削坡建房风险整治工作。炎炎夏日，公司调查组成员认

真察看现场地质和周边环境，一户一户地走访村民，探明安全隐

患，为下一步风险点的整治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数据，2020

年 8 月份高质量完成了省住建厅交办的编制《广东省农村风险排

查整治技术指南（试行）》和《广东省农村削坡建房技术导则（试

行）》工作，受到了该厅领导的高度表扬，且高效完成了韶关市

8 个县和云浮市新兴县的农村削坡建房风险排查工作，并远赴河

源、韶关、惠州、汕尾、梅州等地级市开展农村削坡建房排查和

整治培训工作，为当地削坡建房工作提供技术指引和专业建议，

受到当地领导的好评。

在清远市边坡及基坑抢险工程中，项目现场坡体后缘已经出

现拉张裂缝，坡体树木全部歪斜，坡脚土体隆起，几百户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及全市供水系统受到严峻威胁。工程公司第一时间

调动各部门骨干前往项目现场对周围地理环境、物质资源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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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调查，充分向班组进行计划交底和技术交底，主动协调

现场多方施工工作，最终顺利规避了边坡滑坡风险，保障了附近

居民的住宅安全及全市居民的正常用水需求。

以无畏担当克服恐惧，以过硬技术排除险情，这就是工程公

司所秉承的服务信念和一线工作写照。在抢灾险、稳安全的道路

上工程公司始终初心不变，一路向前，把社会责任感扛在肩头，

将自身打造为一座逆流而上、扎根一线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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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建教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广建教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4 年 2

月，前身广东省教育建筑设计研究院，隶属于广东省教育厅；2002

年 12 月，在教育厅和华师大的主持下，与高教设计院联合成立

广东省高教规划设计院第四所开展业务； 2021 年 1 月，成为广

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的下属国有独资公司。

我院专注教育建筑设计与校园规划近 40 年，社会声誉高，

品牌效应好；各专业配置齐全，人员构成合理，设计团队优秀，

本科及以上学历、工程师、各类注册人员占员工总数 75%以上；

拥有建筑工程设计乙级资质（证书号： A244012944）、

GB/T19001-2016/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广东省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等，并于 2019 年正式挂牌为华立学院校外

教学实习基地。

我院擅长教育建筑设计，熟悉各类校舍建设规范指标，在教

育文化建筑设计领域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直以来，校园规划

和建筑设计作品得到社会高度认可，成为省内各地教育建筑设计

的典范。除承接设计项目外，还配合教育厅和各地教育局提供学

校建设规划、学校基建工程可行性研究、规划改造升级以及其它

与学校建设有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参与省教育厅有关学校规划建

设标准的修订、等级评估和创强验收等阶段性工作，充分发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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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教育建设领域的“设计”与“研究”作用。

二、管理架构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周俊庭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关于周俊庭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广建设计〔2021〕

9 号）：周俊庭同志任广东省教育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2 人，其中 2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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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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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

万元、净资产为 85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53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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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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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科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科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属下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旗下唯一专业

的施工图审查公司，是一家经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批准

的一类房屋建筑工程（含超限高层）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广东建科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5 月，以“严

格审查、专业高效、服务至上”为经营理念，以房屋建筑施工图

审查、技术咨询、项目管理咨询为主营业务，重点关注于“粤港

澳大湾区、基础设施项目、城市更新改造和扩容提质、新型城镇

化、政府专项建设”五大建设领域。

广东建科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近年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配

置，不断强化专业技术队伍（现已拥有技术审查队伍 30 余人，

均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国家一级注册执业资格，15 年以上大型

建筑工程工作经验，资历丰富，实力强劲。），开拓多元化业务，

以技术服务创建品牌口碑，以工程质量扩大品牌影响力，推动企

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 武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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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人，其中 0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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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 万

元、净资产为 66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662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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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图公司作为设计集团的骨干企业，积极响应“培育时代未

来”的号召，大力推进新时代人才培养战略工作，弘扬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2020 年 9月开学季，审图公司受邀到广州市

天河区五一小学开展“科普进校园，点亮建筑梦”志愿服务。审图

公司总经理武祖光同志带领一众技术骨干发挥国有企业的行业优

势，运用审图技术的专业知识，以培养学生们对国有的科技技术、

建筑科学兴趣为目的，通过向学生宣传展示我国建筑科技成就，把

建筑科普知识送进校园。让学生们了解到科学规划在引领城市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们树立作为“社会主人翁”的主体意识，

激发学生们热爱祖国科技、建设美好家园情怀。同时彰显出建工集

团和设计集团作为国有企业的担当作为，始终坚持以“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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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社会”为己任，让新思想以更活泼、通俗的形式，汇聚起助力

社会责任新发展的磅礴力量。



- 20 -

云浮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云浮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前身为云浮市建筑设计院，于

1974 年成立为事业单位，2004 年 11 月改制为企业并由广东省建

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51.2%绝对控股，更名为云

浮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2021 年 3 月公司由建工集团划拨股

份到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51.2%未变。公司注册

资本 300 万元，持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乙级资质。本公司拥

有一级注册建筑师 2 人，一级注册结构师 2 人，二级注册建筑师

1 人，同时配套各专业工程师多人。本公司一贯以“竭诚服务、

精心设计、质量第一”为宗旨，成立公司以来，坚持认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勇于进取，迎接挑战，不

断提升设计品质，为本市建筑工程设计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并

努力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多年来凭借我们不懈的努力，不断

开拓业务，壮大队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获

得社会各界的好评，赢得良好信誉。

二、管理架构

（一）董事会成员

庄平江、郭俊杰、苍久山、陆丹霞、陈淑杏。

（二）经营班子成员

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 陈淑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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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关于陆丹霞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广建设计〔2020〕

15 号）：

聘任陈淑杏同志任云浮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经理（主持

全面工作）。聘期三年。

免去陆丹霞同志云浮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经理职务，到龄

退休。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2 人，其中 2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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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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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 万

元、净资产为 41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14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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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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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成立于 1993年，经过二十八年的发展，

已成长为广东省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测绘地理信息国有企业，具有甲

级测绘资质证书、乙级土地规划机构等级证书，通过了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信

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总部坐

落于广州市科学城，下设项目部12处，业务遍布广东省内各地区，

是一家业务范围涵盖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地理信息系统集成

与应用、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土地规划与调查、摄影测量与

遥感、测绘航空摄影与三维建模、城市更新、地理信息软件研发

等多个领域的测绘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承担了多个国家

级、省级、市级、县级项目，其中有 25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级、省

级优秀工程奖项。

公司积极开拓创新，坚持深耕广东省各地各级自然资源管理

业务市场，为自然资源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不断适应测

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变革的新常态，积极扩大服务范围，在国土

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

应急测绘保障等领域积极探索，取得了新的发展和建树。

二、管理架构

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吕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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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 江秀明

副总经理 陈文贵

副总经理 麦建开

副总经理 张应裕

总工程师 蒋昌晶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关于吕凤涛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广建设计〔2021〕39

号）：

聘任吕凤涛同志为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总经理；

聘任江秀明同志为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陈文贵同志为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麦建开同志为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张应裕同志为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蒋昌晶同志为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总工程师；

聘任常梦雅同志为广东省测绘工程公司监事；

聘期从 2021年 7月 2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6 人，其中 0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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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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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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1

万元、净资产为 64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646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9,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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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代企业，我公司始终践行良好企业公民的初心，不断

以回馈社会、共生共享的精神为指引，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业

务经营的方方面面，坚守企业责任之道，遵纪守法、依法纳税，

且做好环境保护相关工作，为国家和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蓄积动

力。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公司履行社会责任，重点体现在：

1.我公司承担广东省内多个市（县、区）的“房地一体”重

点测绘项目，需大量的调查工作人员，2020 年招聘专业测绘人

员 25 人，实习生 96 人，提高人员就业机会。

2.在疫情期间，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

部署，结合公司项目实施情况，做到统一布置、科学有序的进行

各项防控工作和生产工作，充分利用公司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

载体开展新型冠状病毒和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知识健康宣教；统一

采购防护物资和消杀用品，为公司全体人员提供各项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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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保驾护航。

3.积极配合省自然资源厅做好精准脱贫工作，一对一结对帮

扶，2020 年我公司帮扶对象共 4 户贫困户，其中雷州市海角村 2

房贫困户，丰顺县大罗村贫困户 2 户，着眼精准帮扶的内在要求，

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扶工作:一是资金帮扶，动员职工为贫困

户捐款；二是物资帮扶，针对帮扶对象的实际需求和切实困难，

公司先后送去家电生活用品、学龄儿童的学习用具和春耕时节农

用物资等；三是思想帮扶，帮助他们理清发展思路，助力实现根

源脱贫；四是政策帮扶，为低保、五保户申请粮食直补、农村合

作医疗等各类优惠政策扶持，争取最大化消除其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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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批授予甲

级资质的测绘单位，公司办公地址在广州市环市东路 468 号 1 号

楼 4 楼。公司成立于 1985 年，现有职工 110 余人，拥有一批具

有丰富测绘经验、熟悉测量高新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具有

注册测绘师 5 人，高级工程师 12 人，工程师 30 人，助理工程师

35 人。公司下设综合部、质量管理部、测绘工程部、信息技术

部、不动产测绘部、航测遥感部、勘测规划部。

公司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 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广东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颁发的“AAA 级”企业、

中国中小企业诚信示范单位、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最具活力中小企

业。

公司具有甲级测绘资质，专业范围：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

量、水准测量、三角测量、大地测量数据处理；测绘航空摄影：

无人飞行器航摄；摄影测量与遥感：摄影测量与遥感外业、摄影

测量与遥感内业；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地理信息数据处理、地理

信息系统及数据库建设、地理信息软件开发；工程测量；不动产

测绘。同时拥有测绘乙级资质（专业范围：海洋测绘；地图编制。），

丙级土地规划资质和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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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同时是中国测绘学会会员单位，广东省测绘学会理事单

位，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理事单位，广州市城市更新协

会理事单位，广州市测绘地理信息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土地学

会会员单位，广东海洋协会会员单位。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 刘洪顺

副总经理 彭兵

副总经理 吴志军

副总经理 魏建文

总工程师 邹威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关于刘洪顺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广建设计〔2021〕

40 号）：

聘任刘洪顺同志为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

事、总经理；

聘任彭兵同志为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吴志军同志为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魏建文同志为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邹威同志为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总工程师；

聘任罗世集同志为广东省测绘技术公司监事；

聘期从 2021 年 7 月 2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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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4 人，其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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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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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2

万元、净资产为 2,80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80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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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有企业将一面写有“众

志成城抗疫情，不忘初心为企业”的锦旗送至公司萝岗不动产测

绘部，对在疫情期间的测量服务精神表示感谢。公司萝岗不动产

项目部急用户所急，果断为房产企业合景泰富集团开通绿色通

道，房产案件经项目经理李林晓确定，所缺资料不影响内业成图，

可同步进行作业，便组织项目具体作业人员李诗海、曾洁盈和审

查人员文燕君对案件资料情况、业主的时间节点、确定出图方案

等，在每个环节环环相扣严把质量关同时缩短案件完成时限，待

所缺资料补齐核对后，对方可马上领取预算测算成果报告书。公

司加班加点办理出成果，充分体现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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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公司党支部与雷州市企水镇海角村委会海角

村（组）李三和李学适及梅州市丰顺县汤西镇竹前村黄瑞强和罗

名博结对帮扶，平时通过电话与对方联系，逢年过节电话慰问，

组织党员走访慰问，带上生活必需品去探望他们，在一定承受范

围内，给予一定的资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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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正见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州正见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12 人，其中 6 名

中级职称，1 名注册土木工程师。拥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

业乙级资质和农林行业（渔港/渔业工程）专业乙级资质。主要

从事渔港工程、海洋牧场（人工鱼礁）、水产品加工厂和冷库工

程、生态修复等项目的咨询、设计业务。

二、管理架构

经营班子成员：李红亮

广州正见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由原上级管理部门（海洋发

展规划研究中心，下称海洋中心）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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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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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万

元、净资产为 31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16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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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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在省委省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全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协助省海洋发展规划研

究中心，为海角村生态修复和产业共建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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