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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东基础集团）

成立于 1960 年，是集设计、施工、科研为一体的具有专业特色

的国有大型工程总承包企业，中国建筑施工综合实力百强企业，

全国建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全国水利施工 AAA 级信用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广州。

广东基础集团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市政行业甲级、岩土工程设计甲级等十二

项勘察设计施工资质；旗下设有 22 个分公司、1 个勘察设计研

究院、5 个技术研究所；投资全资子公司 6 个、控股公司 2 个、

参股公司 3 个；拥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共 1200 多名，其中具

有高级职称的人员 200 多名(教授级高工 16 名)。

广东基础集团立足珠三角、辐射两广、走向全国，承建了

深圳罗湖地铁交通枢纽工程、广州塔、广州市西江引水工程、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流程改造工程、北京首都机场西区应急改造

工程、港珠澳大桥配套工程、广州国际文化中心等大批国家及

省市重点工程和大型综合性工程，多次荣获鲁班奖、大禹奖、

詹天佑奖、国优金质奖、市政金杯奖、钢结构金奖等奖项，赢

得了广泛赞誉。

广东基础集团在地下空间开发、盾构隧道、非开挖顶管、

道路桥梁、地基基础、高性能混凝土生产等领域大力推动科技

创新，成果显著，领先行业发展。近年来，广东基础集团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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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家级科技成果有 130 多项，其中国

家科技进步奖 1 项、国家专利授权 12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30

多项）、国家级工法 5 项、国家级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1

项；部、省、市及行业协会级科学技术奖 100 多项；省级工法

130 多项；国家（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20 多项；省

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10 多项；主（参）编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及广东省标准 30 多项；是广东省创新型企业、广东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拥有一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基础集团历经 60 余年积淀，始终保持高度的前瞻性，

2003 年，率先挺进盾构高端施工领域，是国内地下空间开发施

工领域的先行者；2010 年，敏锐把握资本经营发展趋势，成功

进入 BT/BOT 项目领域；2016 年，大力开拓 PPP 项目投资运营业

务，成功迈入产业价值链高端。2017 年，充分发挥特级资质优

势，成功从传统施工领域往 EPC 工程总承包领域发展。

广东基础集团始终秉承“更强、更快、更让人信赖”的企

业精神，高标准、严要求，高举履行社会责任的大旗，先后荣

获“全国建筑业先进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

用户满意施工企业”、“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中国建筑业最具成长性百强企业”、“国家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等荣誉称号，连续 30 年被评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 方创熙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夏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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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李 钦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林朝庆

党委委员、总工程师 钟显奇

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张万鑫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邹思源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吴 健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建集党〔2020〕103 号文，方创熙同志任广东省基

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苏家平同志不再兼任广东省基

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委员职务。

2.根据粤建集〔2020〕230 号文，聘任方创熙同志为广东省

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免去其广东省基

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苏家平同志不再兼任广东省

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

3.根据粤建集党〔2020〕113 号文，夏继君同志任广东省基

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4.根据粤建集〔2020〕250 号文，聘任夏继君同志为广东省

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5.根据粤建集党〔2020〕115 号文，吴健同志任广东省基础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6.根据粤建集〔2020〕252 号文，聘任吴健同志为广东省基

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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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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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创熙
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2017年 8月至

2020 年 9 月
82.5400 8.72 0.3 16.508 否

夏继君

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

经理

2011年 3月至

2020 年 9 月
73.4606 8.72 0.3 14.6921 否

李钦

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

经理

2004年 3月至

2021 年 1 月
73.4606 8.72 14.6921 否

林朝庆

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

经理

2011年 3月至

今
73.4606 8.72 14.6921 否

邹思源

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

经理

2014年 2月至

今
73.4606 8.72 14.6921 否

钟显奇
党委委员、

总工程师

2002年 7月至

今
73.4606 8.72 14.6921 否

张万鑫
党委委员、

总会计师

2010 年 10 月

至今
73.4606 8.72 14.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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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方创熙 2020 年 9 月至今任职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

4.夏继君 2020 年 9 月至今任职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一职；

5.李钦 2021 年 1 月至今任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董事一职；

6.吴健 2020 年 9 月至今任职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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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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基础集团 2020 年末资

产总额为 334,480 万元、净资产为 72,09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为 68,01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777,098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 9 月 11 日，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持有广东

基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 25.64%股权转让给广东省基础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广东基础新

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1.在公司领导的关心和司属各单位的积极发动下，广大职

工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参加无偿献血活动。2020 年 6 月 12 日，

组织 53 名职工前往广州市血液中心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共献血

14100ml，收到广州市献血办、广州市献血中心的感谢信。

2.2020 年 7 月 27 日，在“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 20 万元。

3.2020 年 7 月 7 日，公司因参加 G228 灾毁重建工程，抢抓

进度，保障高考交通出行，受到珠海市斗门区交通运输局表扬

通报。

4.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1 月 13 日公司在得

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紧急需求后，连夜组织人员，克服

了疫情期间工人紧缺、材料配建采购困难等难题，第二天即对

该院急诊大厅入口进行临时改造施工，并捐赠和搭建了急诊分



- 6 -

治设施，用于支持该院新冠疫情防控工作。2020 年 6 月 16 日，

我司收到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感谢信。

5.公司在承建的西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配套管网工程

中，科学组织，精心施工，攻坚克难，因“施工进度快、施工

质量高、施工安全环境好、管理能力强、施工经验足、协调配

合能力优秀”，于9月3日顺利完工，2020年9月30日，公司收到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表扬信。



- 7 -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珠海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珠海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 12 月 28

日，原名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属法人单位，注册

资金 150 万元，营业范围包括基础工程、二级及其以下各级标

准的独立大桥施工，由当时的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

分管。

自 1991 年起，脱离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独立

核算，自负盈亏。1995 年单位名称变更为广东省基础工程公司

珠海公司。2013 年注册资金由 150 万元增加到 600 万元，并办

理了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证书。

2016 年改制更名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珠海有限公司。现法人

代表为刘敬雄，目前在职人数 24 人。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刘敬雄

党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书记：刘敬雄

党支部副书记：邱运良

党支部委员：姚良晋

经营班子：

经理：邱运良

主任工程师：姚良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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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础集党（2018）44 号文，刘敬雄同志任广东省基

础工程集团珠海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2.根据粤础集（2018）181 号文，刘敬雄同志任广东省基础

工程集团珠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3 人，其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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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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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0

万元、净资产为 1,48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48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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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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基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基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广东省基础工程

公司混凝土供应站，成立于 1985 年，2000 年改为现名。现为广

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广州市混凝土行

业少数几家国有大型预拌混凝土企业之一，现为广州市混凝土

协会监事单位，广东省硅酸盐学会理事单位。公司旗下全资控

股一家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广东基础新成混凝土有限公司，参

股一家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企业-广东基础新世纪环保资源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OHSAS18001:

2007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目前，在广州拥有两个混凝土生产基地，五条全自动生产

线，年设计生产能力 400 万方；拥有一套德国进口移动式建筑

废弃物再生建材设备，年设计处理建筑废弃物 36 万吨。

公司先后为广州海印大桥、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广州白

云国际会议中心、广州地铁二、三、四、五、六、七、九、十

三、十四、二十一号线、机场轻轨等工程供应商品混凝土 700

多万方，合格率达到 100%。由公司供砼的海印大桥主桥、广东

奥林匹克体育场等工程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公司技拥有 10 余项国家专利，省级施工工法 1 项，10 余项

省、市级科技进步奖，20 项国家级、省级、市级 QC 成果奖。作

为一家具有30多年历史的混凝土专业企业，公司在预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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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拌砂浆、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等的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并与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合作开展

有多个科研项目。公司长期致力于高技术绿色环保生态混凝土

及混凝土绿色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目前已掌握清水混凝土、

超薄高耐磨混凝土、高强高耐久性混凝土、大掺量粉煤灰混凝

土、再生骨料混凝土、陶粒混凝土、重晶石混凝土、泡沫混凝

土、吸水混凝土以及彩色混凝土等高技术绿色混凝土产品的生

产工艺。

公司多次荣获“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荣誉称号，被

评为“中国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示范企业”、广州市预拌混凝

土绿色生产企业、“2017-2018 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示

范企业”。目前，公司正在实施“深耕主业，发展相关多元”

战略，向混凝土上下游产业以及建筑废弃物再生骨料等业务延

伸，走多元化发展道路。

展望未来，广东基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将继续坚持：

“绿色环保、质量保证、服务至上”，并以此创造属于我们“广

东基础新世纪”的品牌，谱写企业发展新篇章，树立起行业标

杆！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邹思源

党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书记：邹思源

党支部副书记：官雄忠

党支部委员：彭李斌、邓旭华、孙超、彭瑞鸿



- 11 -

经营班子：

总经理：官雄忠

副总经理：彭李斌、孙超、雷西锋

总工程师：邓旭华

工会主席：雷西锋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础集党〔2020〕22 号文，邹思源同志兼任广东基础

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洪毅同志不再任党支部书

记。

2.根据粤础集〔2020〕77 号文，邹思源同志兼任广东基础新

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陈洪毅同志不再任

广东基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3.根据粤础集〔2020〕77 号文，聘任彭李斌同志为广东基础

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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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2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基础混凝土公司 2020 年末

资产总额为 34,938 万元、净资产为 15,506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为 15,506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9,211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公司本年度未发生产权转让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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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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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基础新成混凝土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基础新成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广东省基

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企业——广东基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广州市混凝土行业少数的几家国有大型

预拌混凝土企业之一，拥有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公司现

为广州市混凝土协会会员单位，广州市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生

产达标企业。

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ISO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

司能根据客户的要求生产各种强度（C10-C80）、各种类型（普

通、抗渗、水下、泵送、路面）的商品混凝土和商品砂浆。公

司现在拥有两条全自动生产线，设计年生产能力 300 万方，日

生产能力 5000 方，公司拥有 40 多台搅拌车，并配备了 GPS 调

度指挥系统，车辆调度高效快捷，确保满足客户需要。

公司自成立以来，公司先后为广州地铁二、三、九、十四

号线、广州白云机场轻轨项目、广花综合管廊项目、空港大道

项目、等供应混凝土，质量全部合格。

公司一直坚持走质量创品牌之路，视质量为企业的生命，

本着“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和“更强、更快、更

让人信赖”的企业精神，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竭诚希望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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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邹思源

党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书记：邹思源

党支部副书记：官雄忠

党支部委员：彭李斌、邓旭华、孙超、彭瑞鸿

经营班子：

总经理：官雄忠

副总经理：彭李斌、孙超、雷西锋

总工程师：邓旭华

工会主席：雷西锋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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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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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5

万元、净资产为 5,4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426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0,997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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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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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深圳实业有限公司原名广东省基础工

程深圳公司，1999 年根据深圳市建设局对驻深施工单位的有关

要求更名为“广东省基础工程深圳实业公司”，属法人单位。

2015 年更名为“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深圳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实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 18 人，含 9 位管理人员、9 位

保安勤杂等。主要负责广东基础集团在深圳地区的物业租赁及

物业管理业务；处理深圳黄贝、草埔两个生活基地合作建房历

史遗留问题。管理登记在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深圳实业有限公

司名下的物业总建筑面积共 12271.17m
2
，共 268 户单元物业，

其中取得产权证建筑面积 7385.18m
2
，未取得产权证建筑面积或

临建建筑面积共 4885.99m
2
。

实业公司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钟国辉

联合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钟国辉

经营班子：

经理：钟国辉

副经理：谢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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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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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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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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

万元、净资产为 2,66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66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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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勇于担当，不惧风险

2020 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武汉封城、疫情

告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号令，在公司疫情防控小组的指导下，

义无反顾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当中。作为物业公司在防控的

第一线，也是社区防控的前线，承担了防疫阻击第一关的工作，

“逢车必检，逢人必测”，登记、查验健康码、扫码检查人员

轨迹，为居住小区隔离 14 天人员购置生活用品，处理生活垃圾。

因疫情防控表现出色，黄贝基地和金稻田基地均被深圳市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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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无疫小区”。

（二）战胜疫情，助力复工复产

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民营承租企

业造成的经营困难情况，执行《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期间房租减免实施方案》，协助租户到疫情防控管理

部门办理复工复产相关的报备手续，为租户的复工复产提供了

强有力的帮助。

（三）优质用水改造

黄贝生活基地生活用水由于供水管道年久腐蚀，严重影响

水质及水压，2019 年公司向区政府申请优质用水改造项目，在

2020 年 8 月工程完工，全面供水，极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用水

质量，受到广大居民的好评。

（四）设置电动单车充电点

由于电动单车在安全性能上还有一定安全隐患，时有电池

爆炸和自燃事故发生，存在一定危险性，且小区的电动单车数

量目渐增多，给小区安全管理带来安全风险，为了杜绝风险排

除隐患，公司分别在黄贝和金稻田管理处设置了 6 个电动单车

充电柜，解决了住户安全充电的困难，杜绝了小区住户带电池

入户充电的现象。

（五）低压配电房改造

黄贝生活基地低压配电房自 90 年代竣工使用以来，由于用

户的用电量增加，特别是夏季用电高峰，用电过载会出现自动

保护跳闸现象，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水平，2020 年 3 月公司向供

电部门提交了改造低压配电房的申请，申请很快通过审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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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组织施工，赶在夏季用电的高峰期完成施工验收通电，

改造完成后，居民的安全用电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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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怡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怡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 27 日，由

基础集团全控股，是一家以物业管理为主的企业。公司以“诚

心诚意服务 千家万户怡然”为服务宗旨，用“以人为本 促进

和谐”作为服务理念，并按照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模式进

行工作，不断向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已经成为现代

化物业管理公司。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绿化服务，室内装饰

及设计，楼宇清洁服务。

部门设置：管理层由经理室、副经理室、综合部、财务部

组成，下辖云东花园物业管理处、天涯楼物业管理处、东圃茅

岗物业管理处和广花项目部。

二、管理架构

1.执行董事：廖东荣

2.党支部委员会：

支部书记：廖东荣

支部委员：吴长生、谢胜彪

3.经营班子：

经理：廖东荣

副经理：吴长生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础集党〔2019〕38 号文，廖东荣同志任广东怡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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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2.根据粤础集〔2016〕147 号文，廖东荣同志任广东怡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3.根据粤础集党〔2019〕38 号文，吴长生同志任广东怡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组织委员。

4.根据粤础集〔2015〕153 号文，吴长生同志任广东怡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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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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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万元、净资产为 44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40 万

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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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全民抗疫战争悄然打响，面对严峻的疫情，

司属茅岗 605 大院人力不足和物资短缺。鱼珠街街道办事处和

天虹社区急小区所急，牵头组织成立一支由 4 名志愿者组成的

抗疫志愿突击队，与我司管理人员值班员共同值守，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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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茅岗 605 号大院大抗疫工作。从 2 月 6 日至 6 月 9 日止，抗

疫志愿突击队风雨无阻，坚守了 124 天。有力保障了茅岗大院

住户生命财产安全。6 月 28 日，由于积极主动配合鱼珠街道办

事处和天虹社区开展有效到位的防疫工作，司属茅岗 605 号大

院卫生健康管理得当，我司在抗击疫情上表现突出，得到黄埔

区政府的嘉奖，给予 15544.83 元奖励金。

2.2021 年 2 月中旬，广东基础集团团委牵头组织成立东圃

基地青年防疫志愿突击队，主要负责在东圃基地路口设卡检测

登记，得到东圃基地 5 个所属单位青年的积极响应，我司青年

员工卢嘉文同志作为队长，带领一支由 23 名志愿者组成的突击

队迅速投入到防疫工作中。东圃基地主干道进出人员复杂，不

仅有在职职工、还有职工家属楼居民和一个外部停车场，防疫

检测压力较大。2 月 18 日至 5 月 29 日，东圃基地青年防疫突击

队风雨无阻，坚守了 102 天。突击队每天检测车辆人员近 1000

人次，102 天共检测了近 10 万余人次，有力保障了东圃基地职

工群众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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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基础新世纪环保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东基础集团）作为

中标广州市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特许经营单位之一，为切实做

到绿色环保与节能减排，基础集团与广东基础新世纪混凝土有

限公司合股投资成立广东基础新世纪环保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环保科技公司），并为项目引进德国原装进口克林曼履

带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将建筑

废弃物再生建材项目做成促进绿色环保行业发展的标杆，为促

进绿色施工、绿色环保新型建材的发展奉献出一份力量，力争

广州市绿色施工行业的先驱。

广东基础集团是广州市建筑废弃物再生建材特许经营单

位。为切实做到绿色环保与节能减排，广东基础集团整合内部

资源成立环保科技公司为营运主体，并于 2015 年 3 月为项目投

资 780 万元引入德国原装进口克林曼履带移动式破碎机、筛分

设备一套。

环保科技公司于2018年 10月取得广州市城管委批发的“广

州市建筑废弃物处置证（消纳）”并在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太

成村建立起项目基地并试运营。基地占地面积约 50 亩，场地建

设投资约 1500 万，生产出的再生骨料优先满足搅拌站使用。依

托周边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结合项目施工内容及建筑废弃物再

生建材的理念，将大部分建筑废弃物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

率。目前月处理量约 3 万吨废弃混凝土块，产值超过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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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带动下流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产业链。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邹思源

党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书记：邹思源

党支部副书记：官雄忠

党支部委员：彭李斌、邓旭华、孙超、彭瑞鸿

经营班子：

总经理：官雄忠

副总经理：彭李斌、孙超、雷西锋

总工程师：邓旭华

工会主席：雷西锋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础集党〔2020〕22 号文，邹思源同志兼任广东基

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洪毅同志不再任党支

部书记。

2.根据粤础集〔2020〕77 号文，邹思源同志兼任广东基础

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陈洪毅同志不

再任广东基础新世纪混凝土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3.根据粤础集〔2020〕77 号文，聘任彭李斌同志为广东基

础新世纪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5 人，其中 0 人在本企业领取薪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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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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

万元、净资产为 1,48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48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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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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广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工集团与汕尾市政府战略合作的汕尾市广投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简称：汕尾广投）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正式注册

成立。

汕尾广投是由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汕尾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国有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总部

位于汕尾市，注册资本为一亿元。汕尾广投具备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一级和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目前在册员工 152

名，其中正高级工程师 1 名，高级工程师 19 名，工程师 17 名，

一级建造师 17 名，二级建造师 41 名，注册岩土工程师 1 名，

注册造价工程师 2 名，注册安全工程师 1 名，高级会计师 1 名，

会计师 1 名，经济师 6 名。汕尾广投已加入汕尾建筑业协会，

将加大各种渠道的宣传力度，以扩大在汕尾建筑行业的影响力。

汕尾广投竭诚希望与社会各界朋友携手合作，积极参与汕尾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汕尾沿海经济带靓丽明珠做贡献！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

董事长：吴健

董 事：卢文伟、曾源新、成海群、叶雪迎

党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书记：吴健

党支部委员：卢文伟、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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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班子：

总经理：吴健

副总经理：卢文伟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础集〔2020〕109 号文，委派吴健、张曲辉、卢文

伟 3 位同志任汕尾市广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2.根据粤础集〔2020〕110 号文，推荐聘任吴健同志为汕尾

市广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3.汕尾广投〔2020〕4 号文，聘任卢文伟同志任汕尾市广投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根据粤础集〔2020〕182 号文，委派曾源新同志任汕尾市

广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张曲辉同志不再担任汕尾市广投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汕尾市广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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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9

万元、净资产为 5,25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25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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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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爆破公司，

原名广东爆破工程公司。经过资源整合和改制，获得广东省国

资委的批准，于 2007 年更名为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股

东包括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爆破具备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一级、矿山

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工程施工及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地质灾害防治施工

丙级资质。主要从事矿山开采、大型土石方工程、各类爆破工

程、地基基础工程、爆破拆除工程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本公司拥有先进齐全的各类潜孔钻机、空压机，卡特彼勒、

沃尔沃等大型挖掘机、液压凿岩机、重型运输车、液压抓斗、

旋挖机等施工设备。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安全、环保管理体系，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45001 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公司的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的方

针是：精心施工、优质高效、顾客满意、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文明施工、安全健康、预防为主、持续改进。

改制后的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继续以自身优势，坚持“专

业创新、诚信共赢”的核心价值观，遵循“以安全为根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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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拓市场，以技术为保障，以承诺为生命”的发展理念，愿

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创辉煌。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

董事长：李钦

执行董事：刘庆兰

董事：余江帆 严振豪 傅荣璋

党支部委员会：

党支部书记：刘庆兰

党支部委员：严振豪、彭小林、洪勇、沈慧妍

经营班子：

总经理：严振豪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傅荣璋

总工程师：彭小林

副总经理：洪勇、陈啸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广爆董字[2020]1 号文，刘庆兰同志任广东爆破工程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免去其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严振豪同志任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勇同志任广东

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啸同志任广东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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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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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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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7

万元、净资产为 4,04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04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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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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建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汕尾市建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0 年 3 月 20 日成立，经

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土方石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设

施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机电设备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

园林古建筑工程、体育场所设施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公路路面工

程、公路路基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劳务分

包。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吴 健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汕尾广投〔2020〕1 号文，聘任吴健同志为汕尾市建汕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20 年度无企业负责人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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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元、净资产为 98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987 万

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036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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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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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天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12日，2020

年 9月 8日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144144024），拥有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两项资质。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吴 健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汕尾广投〔2020〕12 号文，聘任吴健同志为广东天隆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20 年度无。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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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