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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 年由广东省建筑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整合内部资源成立，是投资密集、技术密集、装

备密集的现代化轨道交通隧道工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一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等资质，目前已形成轨道交通全产业链、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水利与水务、重型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与装

配式建筑、地下空间技术服务六大业务板块，是华南地区轨道交

通行业的龙头企业，先后入选广东省国资委首批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试点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双百行动”企业。

公司资产总额达 80 亿元以上，下设分、子公司 12 个，年施

工能力超过 50 亿元。现有员工 1600 余人，包括各类专业人员

728 人，其中高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362 人、教授级 7

人，一级建造师 67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现有盾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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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台套，MJS 工法设备 4 套，各类施工设备 2500 台套。拥有一

系列科技成果，其中泥水/土压双模式盾构机技术、微扰动多向

地层加固技术（MJS 技术）、盾构机冷冻刀盘技术、平衡始发/

到达施工技术、盾构机冷冻管片技术合称华隧“五大发明”，经

专家认定为国际领先、国际首创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

成果。

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 弓毅伟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詹国良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李康安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易觉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赖伟文

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刘文革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吕明豪

三、重要人事变动

1. 根据粤建集〔2020〕250 号，詹国良任广东华隧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 根据粤建集党〔2020〕113 号，詹国良同志任广东华隧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

3. 根据粤建集〔2020〕252 号，吕明豪同志任广东华隧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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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粤建集党〔2020〕115 号，吕明豪同志任广东华隧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5.根据粤建集〔2020〕250 号，免去蔡国贤同志广东华隧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6.根据粤建集党〔2020〕113 号，免去蔡国贤同志广东华

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务。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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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毅伟 董事长
2019年5月至

今
44.9326 4.4701 0 8.9865 否

赵晖

原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2015年7月至

2019 年 5 月
28.7274 3.5859 0 5.7455 否

易觉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2008年7月至

今
66.294 5.8535 0 13.2588 否

李康安

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

席

2009年6月至

今
66.294 8.7544 0 13.2588 否

赖伟文 副总经理
2011年3月至

今
66.294 8.7533 0 13.2588 否

刘文革 总会计师
2012年2月至

今
66.294 8.753 0 13.2588 否

蔡国贤
原副总经

理

2012年4月至

2020 年 9 月
66.294 8.6044 0 13.2588 否

詹国良 副总经理
2017年5月至

2020 年 9 月
66.294 8.7459 0 13.258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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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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753

万元、净资产为 194,36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29,76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47,518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 6月 19 日，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持有梅

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3.351%股权转让给梅州市江南新城基础

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因 2020 年夏季广州地区突发暴雨，暴雨导致江水倒灌，致使

广州地铁 13 号线新塘至官湖站区间的地铁隧道急需做好排水应急

工作，2020 年 5月 22 日～6 月 2 日，公司紧急调集人员，迅速组

织抢险队伍连夜奔赴现场进行抢险作业，及时缓解险情，获得政府

及地铁公司的高度认可。

2020 年 6 月 8 日-11 日，参与花都区王子山森林公园抗洪抢

险救援工作，帮助受灾地区解除了险情，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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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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担当。

2020 年 7 月 1 日，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捐款，向广东省慈

善总会捐款 20 万元。

2020 年 11 月 20 日，华隧建设集团公司本部第一党支部、

华隧威公司党支部联合新造镇社工站开展巡河护河志愿活动，深

入社区宣传“爱护环境，河涌治理人人参与”理念，以党建力量，

助力河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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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0 日，华隧建设集团公司本部第一党支部、

华隧威公司党支部深入新造镇慰问老党员，为了进一步加强企业

与所在社区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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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隧威预制件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州华隧威预制件有限公司为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和广东省建筑建筑机械厂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厂区占地面

积 47000 平方米，前期一次性投资 1.1 亿元。目前公司可同时支

持多标段多种类型产品的生产，是广东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

技术最成熟的混凝土预制件生产厂家之一。

广州华隧威预制件有限公司自 2010 年 4 月 21 日成立以来，

按照“高投入、高科技、高装备、高技术、高人才管理”的战略

目标，致力延伸相关产业链，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2014 年，

公司从华南理工大学引进了博士后，组建了一支由博士后，博士，

硕士等组成的优秀科研团队，同时，公司还与华南理工大学、广

州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得公司具有具有较好的

产学研基础及创新能力。2016 年公司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

和“广州市企业研究开发机构”称号。

“安全生产，质量第一”是我们不变的经营宗旨，我司将以

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优质的服务，竭诚与社会各界携手合

作，共创辉煌！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 沈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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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经理 陈 杰

总工程师 刘冠升

财务总监 陈平先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粤华隧〔2020〕176 号 ，潘发展同志任广西华宏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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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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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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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30

万元、净资产为14,73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4,736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2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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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22

日，华隧威公司党支

部来到建工集团对

口帮扶村新丰县桐

木山村开展“精准扶

贫”主题党日活动，

探索国企助力乡村

产业扶贫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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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隧高科建设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华隧高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4月(前身为

隧道管养分公司)，是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合

内部优势资源，成立的新型产业化全资子公司，是集 MJS 施

工、冷冻法施工、工程维保、特种作业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施

工企业。公司是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链延伸

的重要成果，公司起点高，实力强，拥有先进的工程设备、

成熟的施工技术和丰富的施工经验。公司现拥有 4 套日本进

口的先进 MJS 设备，掌握行业领先的 MJS 工法（全方位高压

喷射工法）技术；公司成熟掌握冷冻法施工技术，拥有一批

技术精湛、设备精良的施工队伍，目前公司业务已辐射广州、

深圳、杭州、绍兴、嘉兴、厦门、福州、南昌等国内多个区

域；公司拥有专业的工程维保队伍，具备成熟的工程维保技

术经验，能够处理地铁轨道、房屋建筑、道路桥梁等多领域

的相关病害；公司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成立具有专业特

色的抢险团队，积极参与社会救援活动，并做出积极贡献，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赏，是广州地铁应急抢险合作单位

之一。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詹海鸿

经营班子：

公司总经理：詹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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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副总经理：韦成林

公司副总经理：董涛

三、重要人事变动

1. 粤华隧〔2020〕169 号文件，詹海鸿同志任华东区域

中心总经理；

2. 粤华隧党〔2020〕25 号文件，詹海鸿同志任华东区域

中心党支部书记；

3. 粤华隧〔2020〕176 号文件，詹海鸿同志任广东华隧

高科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龚仁芳同志不再兼任广东华隧高

科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

4. 粤华隧〔2020〕198 号文件，韦成林同志任广东华隧

高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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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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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3 万元、净资产为 3,3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3,359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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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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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年夏季雨水量过多，暴雨回灌进地铁项目的隧道，

2020 年 5 月 27 日晚，高科公司紧急调集人员，迅速组织抢险

队伍连夜奔赴广州地铁13号线新塘至官湖区间进行抢险作业，

得到政府及地铁公司的高度认可，公司一如既往地肩负企业应

有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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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华宏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西华宏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宏威）注册资

金 3782 万元，由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十九

局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宏裕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合资

设立。公司拥有预拌混凝土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

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主要经营预制钢筋混

凝土地铁盾构管片、预拌商品混凝土、预应力梯形轨枕等产品。

目前公司生产的盾构管片及梯形轨枕已经供应南宁轨道

交通使用，产值近五个亿，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企业、IS0 管理体系认证、“2014-2015 年年度南宁

市首次进入规模以上统计工业企业”、“2015 年新增亿元产值

企业”、“广西国税 2015 年度纳税信用 A 级纳税人”、“2017

年优秀供应商”、“2018 年广西新时代基层统计工作规范化建

设示范单位”、“2019 年亿元产值企业”等称号,通过高性能

混凝土评定，获得预拌混凝土信用考核 2A 级评价，并拥有多

项自主研制的专利设备。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

沈云泽 董事长

赵克文 董事

魏焕坤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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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班子：

潘发展 常务副总经理

陶仁成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戚华记 副总经理

三、重要人事变动

1. 根据粤华隧〔2020〕176 号文，聘任潘发展同志为华

宏威主持工作副总经理。

2. 根据 2020 年华宏威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0 年 2 月

27 日聘任陶仁成同志为华宏威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4人，其中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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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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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 万元、净资产为 5,13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5,134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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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党员自愿捐款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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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计 680 元。

2. 2020 年 7 月响应《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0 年南宁市创

建文明城市主题公益广告宣传工作的通知》，在厂区后门增

设大型户外公益广告宣传牌。

3. 2020 年 9 月 15 日响应《南宁市住建行业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号召，与滨江花园小区结对共创文明城，受到南宁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报表扬。

4. 2020 年 11 月 27-30 日响应《邕宁区组织万名志愿者

开展服务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治安义务大巡防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参加治安义

务大巡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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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是针对梅州市江南新城棚

改区地下综合管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门成立的项目

公司，是社会资本方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广东

恒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政府方梅

州嘉应新区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授权公司梅州市江南新城基

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在梅州市注册设立的独立法人机

构，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的投资、设计、

建设、经营、管理。梅州市江南新城棚改区地下综合管廊等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融资、勘察、设计、施工、运营一

体化服务采购项目，是梅州市的重点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

金额约为 35 亿元人民币，纳入梅州市本级政府采购计划，

项目的建设期 3 年、运营期 12 年。该项目的融资方式由项

目资本金和专项贷款组成，其构成比例为 2:8，其中项目公

司注册资本金为 7 亿元人民币，由广东华隧、广东恒隧（有

限合伙）和江南公司按 4:3:3 的比例向项目公司梅州华建投

入项目资本金，剩余 80%建设所需资金来源于国开行的 PSL

专项贷款和普通中长期贷款，贷款总额为 27.8 亿元，由项

目公司梅州华建作为贷款主体进行融资。按相关合同条款约

定由政府方逐年购买服务及回购完社会资本方股权，运营期

满 12 年后社会资本完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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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公司章程，华建公司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二、管理架构

董事会

李云锋：董事长

余伟萍：董事

张细妹：董事

经营班子

雷俊华：总经理

三、重要人事变动

1. 根据《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20

年 12 月 28 日发文），免去曹祝英同志董事会成员职务，委派

余伟萍同志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2. 根据粤华隧〔2019〕64 号、粤华隧〔2020〕18 号、

《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免去黄浩锋同志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

聘任李云锋同志为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雷俊华

同志为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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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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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95 万元、净资产为 97,48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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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为 97,48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 6 月 19 日，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持

有梅州华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3.351%股权转让给梅州市江南

新城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0 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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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隧绿色建筑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州华隧绿色建筑有限公司（简称：绿色建筑公司），

为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担新

型绿色建筑材料的研发及推广，装配式绿色建筑构件的设

计、制作与施工安装，以及与绿色建筑相关的咨询及检测等

技术服务方面工作。

公司拥有一支由博士，硕士等人才组成的朝气蓬勃、基

础理论扎实、有现代意识的优秀科研技术团队，并且与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好的产学研基

础及创新能力。自成立以来，以国家建筑工业化、海绵城市、

绿色建筑等政策为指引，不断研发推广各类新型建筑材料。

目前已经开发出梯型轨枕、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透水

混凝土以及以 UHPC 材料为基础开发的装配式地铁车站、地

铁疏散平台、城市家具等，以透水混凝土为基础研发的透水

砖、透水路面板、生态围墙等新产品，不断丰富自身产品结

构。公司致力于绿色建筑领域的科研开发以及科技成果转

化，通过产业化，不断创新，目前已形成了一系列的绿色建

筑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品。公司响应了国家发展绿色建筑的政

策导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管理架构

总经理 沈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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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 林 东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未发生。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年企业负责人共2人，其中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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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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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万元、净资产为 29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9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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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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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中山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由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与中山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是广

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注册资本 1.01 亿元。公司经营范围为市政公用工

程、房屋建筑工程和公路工程等，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

一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

等资质。

二、管理架构

支部书记、董事长：龚成文

组织委员、总经理：李云锋

纪检委员、副总经理：叶向前

副总经理：陈士明

副总经理：邓颉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1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21年企业负责人共5人，其中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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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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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未经审计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显示，2021 年末资产总

额为 5,915 万元、净资产为 5,81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为 5,813 万元；2021 年暂未发生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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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9 日，在我司承建的省道 S111 中山段民

众快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竣工

之际，公司党支部结合“学党

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深入贯彻落实中山市委、

市政府关于加强道路保洁的工

作要求，积极组织党员开展

“美丽中山，道路美化”活动。

2021 年 12 月 27 日，持续深化中山

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巩固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中山广建党支部组

织党员踊跃参加竹苑社区“我爱我

家”美丽东区大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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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明睿建设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明睿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6 日由中山广建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收购。

二、管理架构

执行董事、总经理：李云锋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1 年度无。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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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无。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1 年度未发生。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1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2021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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