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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一个有 70 年历史的国有建

筑安装工程施工企业。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拥有 3 个总承包一级资质，分别是房建工程、机电设备

安装、市政公用，配置了各类专业配套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涵盖房屋建筑、市政公用、机电工程、地基基础、道路桥梁、水

利水电等领域，有力地支撑公司业务的发展。行业地位处于粤东

领先。

公司在房建主营业务上，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保持行业

靠前水平，尤其是在机电设备安装、装饰装修能力在市场具有不

同程度的竞争优势。目前公司拥有各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468 人

（其中高级职称 119 人，国家一级建造师 60 人），拥有总资产

近 20 亿元，年施工能力 150 万平方米，施工产值 50 亿元以上。

近年来，公司以“诚筑精品，发愤图强”的企业精神，承建

了一大批重点精品工程，荣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等奖项。公司

先后也荣获“全国施工企业管理优秀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单位”、“全国安全管理先进单位”、“全

国用户满意施工企业”、“全国建筑 AAA 级信用企业”、“广东

省建筑 AAA 级信用企业”、“中国装饰协会 AAA 诚信企业”、“全

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信用企业”；2017 年被批准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连续三十五年被授予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荣誉单位，

公司在汕头地区的信用体系评价一直保持前列，凸显了公司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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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力。

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 柯传杰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蔡国贤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吴少勇

董事、总工程师 古佳林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王建忠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林宏亮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建集〔2020〕250 号文件，蔡国贤同志任广东省

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根据粤建集〔2020〕252 号文件，吴少勇同志任广东省

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林宏亮同志任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根据粤建集党〔2020〕113 号文件，蔡国贤同志任广东

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

4、根据粤建集党〔2020〕115 号文件，吴少勇同志任广东

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纪委委员、书记，

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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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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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传杰

董事长、党

委书记、总

经理

2009 年 12 月

至今
77.21 5 0 15.44 否

古佳林 副总经理
1997年 5月至

今
69.49 4.59 0 13.9 否

王建忠 副总经理
2017年 3月至

今
69.49 4.59 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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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二建 2020 年末资产总额

为 198,744 万元、净资产为 31,64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22,27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9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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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承担的民生工程项目，广东二建公司都能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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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效按时完成，在粤东地区有良好的口碑。

（二）广东二建公司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足额交纳国

家、地方政府的各项税费，2020 年上交税费 1.84 亿元，为地方

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积极参加慈善捐款等公益活动。2020 年 3 月 6 日，

广东二建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活动中，发动组织党员自愿捐

款共计 333 人次，捐款总额 29600 元。6 月 30 日，广东二建公

司积极参加“6·30 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活动，向广东省慈善

总会捐款 30000 元，并发动组织职工为灾区捐款献爱心，共计

501 人次，共捐款 21180 元。

（四）关注社会问题，2020 年度，广东二建公司将 12 名残

疾人吸收为公司职工，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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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华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的独资企业，成立于 1985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00 万

元。是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

项甲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承包

贰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乙

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的施工企业。是广东省大型的建筑装饰施工企业，是中国

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之一，建筑装饰行业信用 AAA 等级。

公司一贯奉行“优质、惠价、快速、守信、重誉”的经营宗旨。

公司连续 22 年获得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目前，建华公司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坚持“以

人为本、用户至上”的管理理念，“诚信、务实、创新、和谐”

的管理模式，“认真、科学、勤奋、进取”的工作方式。公司

也将“为用户以合理的投资获得最佳的投资效果”竭尽全力。

二、管理架构

1、董事会：

董事长：王建忠

董 事：陈小冬 郑俊元 陈志方 庄绍雄

监 事：马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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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郑俊元

党支部副书记：陈小冬

党支部委员：洪 伟 陈桂鸿 叶少惠

3、经营班子：

总经理：陈小冬

副总经理：郑俊元 洪 伟 林晓鸿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无。

三、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企业负责人共 4 人，其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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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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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7

万元、净资产为 6,07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6,077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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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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劳务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汕头市安康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系广东

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建筑劳务分包为主

业，企业注册资金为 300 万人民币。

近年来，安康劳务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的经营

理念，“诚信、务实、创新、和谐”的管理模式，“认真、科学、

勤奋、进取”的工作方式。以“优质服务，诚筑精品”的企业精

神竭尽全力。安康劳务公司连续三年被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授

予“守合同重信用荣誉单位”的荣誉称号。

二、管理架构

经理（法定代表人）：杨伟丰

技术负责人：刘宏波

经营部经理：蔡树智

财务部经理：庄梓楷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省二建汕字〔2020〕66 号文件，杨伟丰同志任汕头市安

康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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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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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劳务公司 2020 年末资产

总额为 12,486 万元、净资产为 81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810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5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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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安康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和义

务，积极为农名工创造就业机会，足额交纳国家、地方政府的各

项税费，2020 年上交税费 1910 万元，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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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汕头房地产开发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汕头房地产公司成立于 1992 年，2021 年 7 月 12 日，公司

名称由广东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汕头房地产开发公司更名为汕头

广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 1000 万元变

更为 100 万元，是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性质由全民所有

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目前实际主要

业务为物业经营租赁，多年未有房地产开发业务。通过法律尽职

调查，公司无对外投资、借款、担保、抵押情况，无涉及诉讼及

重大违法违规情况。2012 年开始由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托管。

二、管理架构

法定代表人、经理：林宏亮

副经理：黄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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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2,906

万元、净资产为-77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770 万

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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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