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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7 月，

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隶属于广东建

工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1.2 亿元，主营投资运营项目，并拥有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主要从事水力发电、城镇供水、房产物业投资管理和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业务，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经营，以水资源开发为

主业，多种经营协调发展的生产经营性企业。

源大集团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探索和实践资产

经营、资本运营，经营模式包括 BOT、股份合作、连建制及合

作建设等，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营管理经验。目前集团规模资

产 3.17 亿元，对外投资包括城镇供水、中小型水电站、工业

区厂房等，现有下属单位阳江市大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寻乌

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汕头市潮阳区源潮供水有限公司、

汕尾市源发供水有限公司。

近年来，根据企业发展方向，源大集团将继续加大力度发

展多元化的资产经营和资本运营，大力开拓水利水电传统业务、

寻求水资源综合治理业务以及参与城市综合服务运营项目的

短期资本运营三大方面的发展领域，重点开拓水环境综合治理

业务，以工程业务为先导，努力寻求环保行业 EPC、投融资等

项目市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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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宁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房德海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李健强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季根蔡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余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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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2020〕113 号），2020 年 9 月免去陈俊洪同志广东省源

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务。

2.根据《关于蔡国贤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粤建集

〔2020〕250 号），2020 年 9 月免去陈俊洪同志广东省源大

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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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宁

董事长、党

委书记

2016.10-至

今

59.0100 10.3045 11.802 否

房德海 董事、总经 2017.9-至今 56.0595 10.3321 11.211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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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党委副

书记

李健强

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

席

2014.11-至

今

53.1090 10.1997 10.6218 否

陈俊洪

董事、副总

经理

2004.5-2020

.9

53.1090 10.1973 10.6218 否

季根蔡

董事、副总

经理、总工

程师

2004.5-至今 53.1090 10.2057 10.6218 否

余江帆

董事、副总

经理

2013.6-至今 53.1090 10.1973 10.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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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3 万元、净资产为 21,97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13,369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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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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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会责任

1.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源大集团自 2013 年加入了

广州市防汛抢险队以来，加强员工施工技术、增强抢险知识，

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源潮供水公司、源发供水公司自投

产以来，坚持以质量为中心，以服务为根本的宗旨，强化制

水和供水管理，确保供水水质、水量和水压安全稳定，保障

居民生活、企业生产、商业活动等用水安全，为地方经济社

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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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大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阳江市大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位于阳

春市圭岗镇那柳村，距阳春市城区约 23 公里，是漠阳江支

流西山河四级开发的第二级水电站，控制流域集雨面积 438

平方公里，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110 米高程，相应库容 2.4 亿

m3，水库总库容为 3.32 亿 m³ 。电站装机容量为 2×15MW，

机组为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为 8700

万 KW·h。公司党组织、工会等机构健全，下设三部二室（运

行部、检修部、财务部、办公室和安全办公室）。公司现有

职工人数为 50 人，其中：招收移民子弟 23 人，其他人员为

各股东派驻及从社会招聘。

大河发电公司是由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公司、阳江市大河水库管护中心和广东

省源天工程公司等四家股东单位共同出资人民币 2亿元兴建

的一家股份制公司。电站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发电站建

筑物包括发电引水隧洞、发电厂房、开关站、油库、仓库及

办公、生活等配套设施。水库电站工程设计单位为广东省水

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土建施工单位为广东省水利水电第

二工程局，机电安装和建筑装饰单位为广东省源天工程公司，

水电站运行监控系统施工单位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自动化所，施工监理单位为宜昌水利水电施工新技术开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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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水库枢纽主体工程于 1994 年 3 月开工，1998 年 10

月 18日下闸蓄水。电站专项工程于1997年 6月开工，于1999

年 5 月 23 日试运行，两台机组均一次性启动成功及一次性

并网成功。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张宁（董事长），季根蔡（副董事长），张英

俊（副董事长），陈力波（董事）,冯任云（董事）,房德海

（董事）、李健强（董事），邵中华（董事）,周德明（董

事）。

党支部委员会：邵中华（支部书记），梁文羡（副书记、

纪检委员），杜久强（组织委员），曾丽萍（宣传委员）。

经营班子：邵中华（总经理），梁文羡（常务副总经理

办公室主任），郭仕增（副总经理、财务部经理），杜久强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运行部经理）。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关于推荐邵中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源大集

司〔2019〕71 号）、《关于邵中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阳大电〔2020〕3 号），邵中华同志任总经理；梁文羡同

志任常务副总经理。免去季根蔡同志总经理职务，免去彭剑

捷同志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2.根据《关于邵中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源大集

司〔2020〕7 号），委派邵中华同志担任公司董事，免去彭

剑捷同志公司董事职务。

3.《中共阳江市大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换届



- 7 -

选举结果的请示》（11 月 18 日）、《关于同意中共阳江市

大河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

（源大集司党〔2020〕45 号），邵中华同志当选书记，梁文

羡同志当选副书记；同意其他委员分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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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2 万元、净资产为 6,26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6,26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205 万元。

五、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六、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 8 -

寻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寻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位于江西省寻乌县龙廷乡

斗晏村，成立于 1998 年，在职人数 61 人。斗晏水库坝址位于

珠江流域东江干流寻乌水出口处，位于江西、广东两省交界处，

坝址以上集雨面积 1714 平方公里。水库流域处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流域年平均降雨量 1615 毫米（1956～2005 年），多

年平均入库水量 15.13 亿立米，多年平均流量 48 立方米/秒。

电站枢纽由大坝、左岸溢洪道、泄洪洞，右岸引水洞及下游主、

副厂房、开关站组成。大坝全长 200.53m，最大坝高 53.00m。

电站总装机 3×1.25 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 1.31 亿度。工程

以发电为主，兼顾养殖。

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是由源大集团牵头，会同寻乌县水

电发展总公司、兴宁水利局以 BOT 的模式合作收购该电站，总

收购价为 21,100 万元。电站于 1998 年 9 月下闸蓄水，三台机

组分别于 98年 10 月、12 月和 99 年 3 月投产发电。并于 2000

年 3 月通过了江西省计委组织的竣工验收。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张宁（董事长）、汤筱斌（副董事长）、杨辉斌

（副董事长）、房德海（董事）、余江帆（董事）、赖贤生（董

事）、朱淦洪（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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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委员会：杨辉斌（党支部书记）、朱淦洪（党支

部副书记）、谢清山（组织委员）、钟佛林（宣传委员）、

陈黄涛（纪检委员）

经营班子：杨辉斌（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总工程师）、

朱淦洪（党支部副书记、副总经理）、谢清山（工会主席、

副总经理）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关于任免公司董事、监事的通知》（斗司字〔2021〕

4 号），张宁同志任寻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汤筱斌、杨辉斌 2 位同志任寻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房德海、余江帆、赖贤生、朱淦洪 4 位同志

任寻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廖宇同志任寻乌县斗晏

水力发电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袁国雄、古家栋 2 位同志任寻

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监事。

2.根据《关于杨辉斌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斗司字

〔2020〕3号），杨辉斌同志任寻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谢清山同志任寻乌县斗晏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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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1 万元、净资产为 7,54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7,54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887 万元。

五、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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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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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潮阳区源潮供水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汕头市潮阳区源潮供水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位于潮

阳区城南街道凤南居委海门湾桥闸管理处北侧，占地面积 60

亩。是于 1997 年底，在原潮阳市第三水厂陷入困境，被迫

面临停产的情况下，经省水利厅牵线，原潮阳市委、市政府

同意，潮阳市水利局争取到广东省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

司（下称源大集团）注资成立、控股（60%）与潮阳区水务

局水电综合经营开发公司合作经营的股份制企业，经营范围

为生活饮用水、供水工程和经营管理。公司于 1998 年 1 月

正式挂牌。

公司原水输水管道设计标准为日产8万吨（其中田心0.5

万吨、井都 1.5 万吨、水厂 6 万吨）。水厂设计规模日产 6

万吨，首期先建一组 3 万吨/日的制水设施和配套设施，铺

设小龙溪水库至公司的原水输水管道约 20 公里，管径为 1

米。水厂供水范围为潮阳区海门镇，并调剂棉城镇东片，是

海门镇的重要水源。公司年供水量已从投产初期约 300 万吨

增至约 800 多万吨。

源潮供水有限公司下设生产部、财务部、综合办公室、

工会、党支部、安全生产办公室等。现有员工 47 人，其中

生产员工 30 人。

公司自 1998 年 1 月运行以来，不仅彻底解决了海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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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水问题，也对解决潮阳城区饮水紧缺的问题发挥了重要

作用，尤其是在干旱的环境下 24 小时不间断的供水，更体

现了公司为维护潮阳人民的正常生产秩序、社会稳定的骄人

地位；对 2003 年潮南区的水改工程也发挥重要作用，2003

至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对井都、田心两面镇供原水，解决两

镇的用水问题，因潮南区自来水直抄到户原因，公司 2020

年 9 月停止田心镇原水供应，2020 年 12 月停供井都镇原水

供应。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赖贤生（董事长），葛镇文（副董事长），姚

建平（董事），翁华军（董事），彭剑捷（董事）

党支部委员会：翁华军（支部书记），周宏辉（副书记），

姚银洪（支委）

经营班子：翁华军（总经理），姚建平（副总经理），

蔡少煜（副总经理）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源大集司〔2020〕58 号《关于翁华军等同志职务

任免的通知》和汕源潮司〔2020〕27 号《关于翁华军等同志

职务任免的通知》，翁华军同志任汕头市源潮供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

2.根据源大集司〔2020〕66 号《关于蔡少煜同志任职的

通知》和汕源潮司〔2020〕29 号《关于蔡少煜同志任职的通

知》，蔡少煜同志任汕头市源潮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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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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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 万元、净资产为-122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1229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857 万元。

五、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六、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 14 -

汕尾市源发供水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汕尾市源发供水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 月，主营：

城镇供水业务，是一个生产经营性企业。目前，公司水源取

自陆丰市龙潭灌区管理局辖下的尖山水库，水库水源、水质

综合合格率常年保持在 100%，肩负着碣石、南塘、湖东三大

镇约 100 万人口的生活用水。公司全年产量 1400 多吨，产

值达 1600 多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500 多万元，拥有职工共

24 人，各类技术人才 7 人，其中大专学历以上 2 人，生产一

线职工 15 人（含司勤人员 1 人，退休职工 3 名）。机构设

置有：公司董事会、公司监事会、公司经营领导班子（经营

班子）、生产运行部、财务后勤部，公司长年来荣获广东省

源大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颁发“先进集体”和“达标单位”

等荣誉称号。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赖贤生（董事长），蔡晓杰（副董事长），廖

宇（董事），高旷（董事）；

经营班子：戴吉雄（组长）,朱智海（成员），庄宏波

（成员），叶楚淮（成员）。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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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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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万元、净资产为 72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72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642 万元。

五、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六、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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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容县福龙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企业简介

广西容县福龙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下称福龙公司）位于

广西省玉林市容县绣江十里乡江口村河段，是一座以发电为

主，兼有通航功能的水电站。电站总库容 986 万 m
3
，坝址以

上集雨面积 3051km
2
,多年平均流量 86.0m

3
/s,多年平均径流

量 27.2 亿 m
3
,装机容量 3*1250KW，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为

1777 万 KWh，年利用小时 4739 小时，年工业产值约 515 万

元。电站工程由拦河闸坝、发电厂房、变电站及通航船闸等

部分组成，概算静态总投资为 3817.0291 万元。

福龙公司是我司在 2010 年 9 月报请集团批复同意，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注册成立。由源大集团和尹国轩（个体老

板）共同出资组建，作为项目业主合作建设和经营管理。福

龙公司注册资本金为800万元，源大集团与尹国轩各出资408

万元和 392 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51%、49%。其余建设资金

由双方按股权比例和项目建设进度出资作为对项目公司的

借款投入。

电站工程于 2010 年 10 月底开工，至 2011 年 1 月底，

由于合作方尹国轩未履行合同，出现工程施工质量问题和资

金不到位问题导致工程停建。为此我司与合作方多次沟通商

谈，合作方均不同意我司提出的解决方案，双方对合作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难以达成统一意见。2013 年 3 月 21 日集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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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同意我司退出福龙公司投资项目。2017 年广西玉林市提出

绣江复航的规划并逐步实施，福龙公司电站建设坝址属规划

停建范围，造成电站前期投入的损失及涉及的赔偿问题该如

何解决，目前尚未有明确说法。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高旷（董事长、法人代表）、尹国轩（合作方、

副董事长）、赖贤生（董事）。

三、人事变动

1.《关于委派刘则邹同志的任职通知》（源大集司〔2011〕

1 号）委派刘则邹任董事长（法人代表），免去季根蔡董事

长（法人代表）。

2.《关于高旷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源大集司〔2017〕

43 号）委派高旷任董事长（法人代表），免去刘则邹董事长

（法人代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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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万元、净资产为 1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97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五、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六、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