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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岭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岭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岭南健康公司”）成立

于 2013 年 10 月，注册资本 6960 万元，是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建工集团新兴培育产业。岭南健康公司主要经营

范围包括医疗、健康管理、颐养康养、保健养生、药物、医疗器械与

设备等项目投资，健康文化产业投资管理与资产运作等，是集综合医

疗、医药配送、健康管理、医养结合等于一体的大健康产业服务平台。

目前，岭南健康公司旗下有 5 家企业，其中医疗服务运营实体企

业 2 家（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和东莞三局医院有限公司），药械

配送类企业 1 家（广东岭南和众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智能医疗平台

类企业 1 家（广东国瞳智能医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健康管理服务

平台类企业 1 家（广东国侨医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岭南健康公司

现拥有医疗床位超 1200 张，医疗板块总营业面积约 9.5 万平方米，

职工总人数约 1500 人。

岭南健康公司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服务

大湾区健康事业发展，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凝聚人才等，打造

共创共享共担的高绩效组织，构建综合医疗服务+专科专病一体化服

务+智能医疗健康管理服务+医康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健康产业格局，推

动健康服务产业内外循环业态，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型健康产

业集团。

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江毓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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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邓镜锋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黄 英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蔡湛宇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罗永林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建集〔2020〕98号，聘任潘宏涛同志为广东岭南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2.根据粤建集党〔2020〕111号，邓镜锋同志任广东岭南健康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纪委委员、书记，工会主席；黄

英同志不再兼任岭南健康公司工会主席；

3.根据粤建集〔2020〕244号，邓镜锋同志任广东岭南健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岭南健康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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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毓钊

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

经理

2019年5月至

今
88.55 6.5766 0 17.71 否

黄英

党委委员、

董事、副总

经理

2015 年 12 月

至今
62.34 4.104 0 12.47 否

蔡湛宇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2017 年 11 月

至今
62.34 4.104 0 12.47 否

罗永林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2018年7月至

今
63.76 4.152 0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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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28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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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广东建工集团公司党委的

坚强领导下，广东岭南健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岭南健康公

司”）坚定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顽强拼搏、美丽逆行，有效防范集中性突发性疫情，最大限

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创造了必要条

件，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疫情如战情。疫情一发生，岭南

健康公司本部及所属广东省水电医

院、东莞三局医院迅速成立了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组织召开了疫情防控工

作会议，围绕医疗、院感、培训、物

资保障、后勤保障等几个方面成立了

专项工作小组，明确工作组职责，将工作要求责任到组、责任到人，

全方位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岭南健康公司党组织、团组织迅速成立“党员战疫突击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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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战疫突击队”，组织号召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共青团员发挥生

力军作用，带动职工群众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岭南健康公司所属

两家医院根据疫情形势，迅速发出号召，号召医护人员尽可能取消春

节休假，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为保护人民的健康及生命安全做出

了贡献。

岭南健康公司所属广东省水电医院、东莞三局医院牢记初心、肩

挑使命，严格遵循“防得住、筛得出、转得安全、处置规范、全员覆

盖”的防控原则，及时制订和调整疫情防控方案，不断健全完善常态

化疫情防控机制。广东省水电

医院设置为定点医院后，当天

（4 小时内）建成增城区最大

规模隔离病区，设 51 间病房；

连夜（24小时内）快速完成发

热门诊改造，达到 A 级建制。

东莞三局医院只用 8 天时间就完成独立的发热门诊建设并投入使用，

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此外，东莞三局医院还抽调医护人

员支援东莞市重点防治医院，协助政府到有接触史人员集中隔离酒

店、车站以及高速路口、社区对疑似人员进行排查，在院内筛查出塘

厦镇第一例疑似病例。

经过不懈努力，岭南健康公司抗疫业绩突出，先进事迹被学习强

国、省级、区级等媒体报道 20 余次。岭南健康公司获得“广东建工

集团 2020 年度先进集体”；岭南健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东

省水电医院院长江毓钊同志获评“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岭南健康公司党委副书记、东莞三局医

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邓镜锋同志获评“东莞市劳动模范”；广东省水

电医院急诊科负责人陈美英同志获评“全国五一巾帼标兵”。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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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同志荣获市、区、镇等级“最美逆行者”“最美医师“优秀医师”

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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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电医院信息公开资料

一、医院简介

广东省水电医院（原广东省水电二局医院）始建于 1958 年，

1989 年随广东省水电集团（原水电二局）迁入增城区新塘镇，2012

年 8 月正式更名为广东省水电医院，2014 年 11 月被评为“二级甲

等医院”。2012 年 1 月变更床位为 368 张，2019 年 12 月新增核定

床位数为 528 张。2019 年 12 月 30 日广东省水电医院凤凰城院区

盛大开业，扩大了医疗服务覆盖面。2021 年 5 月 20 日，广东省水

电医院被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核定为三级综合医院。

广东省水电医院现设凤凰城综合院区和南院综合院区两个院

区，目前是本区域规模最大的集临床、医疗、科研、教学、预防、

保健、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省属三级综合医院，是广州东部医疗、

急救、预防、保健中心，是“爱婴医院”，是广州东部地区唯一一

家省级胸痛中心示范基地，增城区首家获得国家级认证的基层版胸

痛中心，拥有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的省市级全部医疗保险资质

（包括医疗保险、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等），是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定点医院。广东省水电医院地处增城

区新塘镇和永宁街，是广佛都市圈和深莞都市圈的交集区域，服务

区域总人口超过 250 万。

二、管理架构

党总支：

叶秋强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

柏松林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委员

江毓钊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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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湛宇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委员

许汉进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委员

张秋艺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委员

蔡树鹏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党总支委员

经营班子：

蔡湛宇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常务副院长

柏松林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胡卫列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许汉进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工会主席

张秋艺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蔡树鹏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

监事：

郭贵兰 广东省水电医院有限公司 监事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岭健〔2020〕5 号，免去吕文典同志广东省水电医院

党总支副书记、党总支委员，工会主席职务。聘任吕文典同志为广

东岭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中层正职）。

2.根据粤岭健〔2020〕10 号，免去李云峰同志广东省水电医院

副院长职务。聘任李云峰同志为东莞三局医院副院长（中层副职）。

3.根据水电医院〔2020〕23 号，任张秋艺同志为广东省水电医

院院长助理。

4.根据水电医院工报〔2020〕4 号，选举许汉进同志为广东省

水电医院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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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8 人，其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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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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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25万

元；2020年营业收入为35,9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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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水电医院（以下简称“医院”）认真贯彻落实“防得住、

筛得出、转得安全、处置规范、全员覆盖”的防控原则，贯彻“不让

任何一个患者漏诊、不让任何一个医务人员感染”的目标要求，以“全

员覆盖”为目标实现预检分诊前移，严把医院出入关，规范发热门诊

建设，把好患者收治关，强化培训严防严控，把好门急诊服务关。医

院响应当地政府号召，主动承担区域范围内发热病人排查、核酸采样

检测、新冠疫苗接种、隔离酒店管理、交通防控检疫等防疫任务，是

区政府指定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在增城区南部疫情防控工作起到

至关重要作用。

在贯彻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医院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积极组织和参与“献礼建党99周年 医学健康进校

园”“健康公益行 义诊送健康”“联合国糖尿病日义诊”等大型专

家义诊活动，将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

口”，服务区域百姓1000余人次。为了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医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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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志愿者主动请缨，每周末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踊跃参与到“志

愿服务 微笑导诊”活动中，为来院患者提供更优质、更舒心、更便

捷的医疗服务。医院在两个院区开展无偿献血4次，164人次，献血

量达4万多毫升。医院干部职工将继续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弘扬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为人民健康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经过不懈努力，医院抗疫业绩突出，院长江毓钊同志被授予“广

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发热门诊负责人陈美英被授予“广州市最美逆行者”“广州第三届最

美坚守者”“增城最美医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荣获

增城区最美逆行者荣誉称号共2人、优秀医师荣誉称号共10人，17名

医务人员评选为2020年度集团先进生产工作者（含抗疫人员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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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三局医院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东莞三局医院是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全资子公司东莞

三局医院有限公司创办的公立非营利性国企医院，创建于上世纪七

十年代，前身为连州潭岭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医疗所，1980 年随

三局定址于塘厦，1987 年全面对社会开放，1997 年更名为东莞三

局医院。2018 年根据国家政策，实现企业主辅分离，2019 年 1 月

起由广东岭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托管院。历经几代医务人员的

努力，从原水电站建设时期的一个医疗所发展成为现在集急救、门

诊、住院、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二级综合性医院，是东莞市

职工医疗保险、农（居）民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定点医院，爱婴医

院，东莞市 120 急救分站，广东省交通事故救援点。医院注册资金

为 7550.06 万元,占地面积 11766 平方米（其中住院大楼占地 4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3148 平方米(其中住院大楼为 18848 平方米),

编制床位 400 张。

二、管理架构

党总支成员：

林泽龙 东莞三局医院 党总支委员

李云峰 东莞三局医院 党总支委员

陈晓春 东莞三局医院 党总支委员

张 玫 东莞三局医院 党总支委员

张 勇 东莞三局医院 党总支委员

经营班子：

林泽龙 东莞三局医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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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峰 东莞三局医院 副院长

陈晓春 东莞三局医院 副院长

张 玫 东莞三局医院 副院长

张 勇 东莞三局医院 副院长

监事：

李爱枝 东莞三局医院有限公司 监事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粤岭健（2020）10 号，李云峰同志任东莞三局医院副院

长,张玫同志任东莞三局医院副院长。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3 人，其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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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202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东莞三局医院2020年末资产总额

为14,138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为19,4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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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东莞三局医院（下称“医院”）在

广东岭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疫

的讲话精神和工作指示，认真落实省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精神，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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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

责任和担当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疫情发生后，医院迅速成

立了由党总支部书记、院长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

了医疗、院感、培训、物资保障、后勤保障等专项工作小组，明确了

工作组职责，将工作要求责任到组、责任到人，全方位确保疫情防控

工作的有序开展。医院在做好院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还抽调医护人

员支援东莞市重点防治医院，协助政府到有接触史人员集中隔离酒

店、车站以及高速路口、居民社区对疑似人员进行排查，为疫情防控

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