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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广东构建公司）成立于

1960 年，是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公

司注册地在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宏威路省建筑构件工程公

司办公室二层（住所申报）；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预应力工程专业承包、

混凝土预制构件；造林绿化、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标代理、

水泥构件生产等。拥有混凝土制品生产“YG”商标一个。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广东构建公司从一家生产型企业转型

发展为一家建筑施工管理型企业，目前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20 多人，2019 年 12 月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司正朝

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断迈进。

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 蒙绪权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杨斌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林德成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汪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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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谭代强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关于蔡国贤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粤建集〔2020〕

250 号）通知，杨斌同志为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

2.根据《关于蔡国贤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粤建集党

〔2020〕113 号），杨斌同志任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书记。

3.根据《关于谢荣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粤建集〔2020〕

220 号），聘任林德成同志为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聘任汪高文同志为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免去杨

振宇同志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职务；免去

李永文同志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董

事职务。

4.根据《关于谢荣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粤建集党

〔2020〕95 号），林德成同志任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书记、纪委委员、书记、工会主席；汪高文同志任广东

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免去杨振宇同志广东省构建工

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务；免去林胜荣同志广东省构建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委员、工会主席职务；免去李永文同志广

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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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关于吴少勇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粤建集〔2020〕

252 号），聘任谭代强同志为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6.根据《关于吴少勇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粤建集党〔2020〕

115 号），谭代强同志任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省构建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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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绪权
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17年 2月至

今
63.5 8.154 0 12.7 否

林敬光

党委副书

记、董事、

总经理

2018年 7月至

2020 年 8 月
60.32 8.154 0 12.06 否

林胜荣

党委副书

记、董事、

工会主席

2017年 2月至

2020 年 8 月
57.15 8.154 0 11.43 否

杨振宇

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

经理、安全

总监

2009年 9月至

2020 年 8 月
57.15 8.154 0 11.43 否

李永文

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

经理、总工

程师

2010年 2月至

2020 年 8 月
57.15 8.154 0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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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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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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87

万元、净资产为12,95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2,938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89,843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 11 月 19 日，构建公司将持有广东隧安建设有限公

司 100%股权转让给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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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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粤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佛山市南海粤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为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605724799831Y，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伍拾万元，由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和广州凯恒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其中广东省构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出资

比例为 60%，广州凯恒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40%。法定

代表人：吴俊华，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鄱阳路恒福花园小

区内，企业住所：佛山市南海区黄岐鄱阳路恒福花园小区内。经营

范围主要包括：小区物业管理、清洁服务、停车场管理。

二、管理架构

董事长、经理：吴俊华

董事：郑春和、李浩强、刘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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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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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万元。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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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万

元、净资产为 4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2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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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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筑建劳务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州筑建劳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为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为广东省构建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谭淑琼。具有混凝土作业（不

分等级），木工作业（一级），焊接作业（二级），水暖电作业

（不分等级）共五个建筑劳务分包资质，同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是广州地区综合实力较强的劳务分包资质之一。

我司将秉承以工程质量为根本，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以优质

的服务为目标，凭着诚信、务实、专业，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为

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谭淑琼

技术负责人：梁展东

综合办公室：林志清

工程技术部：梁永金

财务部：侯丽娟

三、重要人事变动

杨北新于 2020 年 7 月离职。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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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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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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7

万元、净资产为 36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62 万元；

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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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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公司

由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惠东县滨海新城建设有限公

司共同成立。企业注册资本 7045.73 万元。法定代表人：林敬光。

公司的经营范围：负责惠东县中医院新建 PPP 项目的投资、建设、

运营维护、经营性开发；公司地址：惠东县平山街道办事处金光

沿江边地段 B 栋 7 号。

二、管理架构

董事长：林敬光

董事：李昌宏、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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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其中 0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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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万元、净资产为 1.2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2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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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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