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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机

施公司”）成立于 1958 年 8 月，前身是国家建工局机械施

工总公司属下的土石方工程公司，2001 年改制成为“广东省

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现隶属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管理，为建工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为叁亿元。

公司资质全面，资质范围覆盖范围广，覆盖公路、市政、

桥梁、房建、环保、水利水电等领域，同时拥有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公路路面工

程专业承包一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以及建筑、机

电等多个专业的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历经近六十多年艰辛创业，广东机施公司已由单一的土

石方施工发展成为经营范围覆盖广、专业结构齐全的综合型

建筑施工企业。在上海、深圳、郑州、南宁、福建等多地设

有分公司，共有分支机构 20 多家，年生产能力在 50 亿元以

上。公司专业化施工技术水平高，企业技术力量雄厚，在国

家大科学装置建造领域、沥青路面施工、大跨径桥梁施工、

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及维修基地施工积累了大量经验、拥有多

项专有技术，专业专注、精益求精。

多年来，广东机施公司一直保持良好的社会信誉，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是“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企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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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心被认定为“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16 年，公

司高分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入选广东省体制机制创

新试点企业。1993 年至今连续 27 年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是“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先进企业”、“广东省

建筑业 AAA 级信用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广东省土木建

筑科技创新先进企业”。

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斌伟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金卫东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谢荣光

党委委员、董事 、副总经理 李伟刚

党委委员、董事 、副总经理 杨振宇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阮少玲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麦国文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建集党〔2020〕95 号，谢荣光同志任广东省建

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纪委委员、书

记、工会主席；李伟刚同志任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杨振宇同志任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免去唐少波同志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委员、工会主席职务。

2.根据粤建集〔2020〕220 号，谢荣光同志任广东省建筑

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董事；李伟刚同志任广东省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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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振宇同志任广东省建

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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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斌伟
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17年 1月至

今
71.3800 10.2753 1.1250 14.2760 否

金卫东

党委副书

记、董事、

总经理

2017年 8月至

今
67.8110 10.2753 1.1250 13.5622 否

唐少波

党委副书

记、监事会

主席、工会

主席

2014年 9月至

2020 年 8 月
64.2420 10.1541 0.0500 12.8484 否

麦国文

董事、总工

程师、副总

经理

2017年 5月至

今
64.2420 10.1485 1.6000 12.8484 否

梁迺教
董事、副总

经理

2017年 5月至

2020 年 8 月
64.2420 10.1485 0.0000 12.8484 否

阮少玲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总经济师

2017年 5月至

今
64.2420 10.1485 0.0000 12.8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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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伟其他货币收入：2018 年度质量管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消防安全奖励基金分配 11250
元。

4.金卫东其他货币收入：2018 年度质量管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消防安全奖励基金分配 11250
元。

5.唐少波其他货币收入：《关于表彰 2018 年度公司工会系统及“安康杯”竞赛活动先进单位和个

人的决定》公司 “安康杯” 优秀组织者奖励 500 元。

6. 麦国文其他货币收入：（1）《关于表彰集团 2018 年度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的通报》获得广

东建工集团 2018 年度科技创新先进工作者奖励 1000 元。（2）2018 年度质量管理、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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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施工、消防安全奖励基金分配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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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373 万元、净资产为 42,46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42,463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438,674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 5 月 22 日，建工集团对广东机施公司增资 5000

万元。

七、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八、社会责任

1.广东机施公司临危受命，在大年三十（2020 年 1 月

24 日）承担起了应急防疫重新启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

南医院负压病房的施工任务，最终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提前

圆满完成任务，正常工期需要 50 天。

2.2020 年 1 月 23 日上午，广东省人民医院决定搭建两

座急诊板房，广东机施公司主动请缨，在不到 48 小时的

时间内，承担搭建的急诊板房和安装的设施全部交付医

院使用。

3.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暑，积极响应“3+1”结对帮扶乳源

瑶族自治县的工作要求，公司通过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款

15 万元，专项用于支持乳源瑶族自治县教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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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5 月 26 日上午，广东机施公司作为爱心企业

参加了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召开新湖街道办事处 2020 年

“助力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扶贫工作会议，并向新湖

街道办事处捐赠 10 万元扶贫款，大力支持新湖街道扶贫工

作的开展，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为实现全面小康贡献

力量，展现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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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广建机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珠海广建机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6 月经广东

建工集团批准后成立，主要用于项目管理工作，为广东省建

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冉

泽辉，认缴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注册地址：珠海市明珠

南路 1024 号 10 栋 1 单元 402 房。

二、管理架构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

股东选举产生，公司执行董事为冉泽辉。

公司设经理，现任经理为冉泽辉。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粤建机施司〔2020〕79 号，冉泽辉志任珠海广建机

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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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2,590 万元、净资产为 1,10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1,108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9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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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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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广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经我司董事会研究并报集团批准于 2017 年 11 月 6日投

资成立，属我司全资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金 50 万元。法

定代表人李汉忠。注册地为福建省长汀县汀州镇马屋桥一路

124 号，无经营资质，主要用于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二、管理架构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

股东选举产生，公司执行董事为李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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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2020 年末资产总额为

1,106 万元、净资产为 8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1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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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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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根据省委省政府振兴粤东西北发展的战略部署，结合国

家“十四五”乡村振兴政策，积极探索创新地方政府与省属

企业合作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省属企业各自优

势，实现地方政府与省属企业共赢发展，广东省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广东建工集团）与云浮市于 2020 年 12 月

份合资成立云浮市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广

建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零壹佰万元，广东

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占股比 65%，云浮市市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占股比 35%。公司资质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公司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工程、交通设施工程、公

共建筑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地下空间工程、城市综合管廊

建设工程、产业园区建设工程、城市更新改造工程、棚改区

改造工程、城中村改造工程、公共停车场建设工程、美丽乡

村建设工程、特色小镇建设工程、田园综合体建设工程、保

障性安居工程施工；城市综合开发经营。

云广建公司的成立，是与广东建工集团实现“新型城乡

建设综合服务运营商和建筑行业的区域龙头企业”战略定位

相契合，也是广东建工集团提高政治站位，努力成为省委、

省政府重大部署和重大建设项目的承担者和主力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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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云广建公司作为云浮市施工建设的重要载体，将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加大深耕细作市场的能力和力度，以

实际行动获取更多支持，努力打造成为区域建设行业龙头企

业。

二、 管理架构

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 李永滔

工会主席 吴橙

副总经理 梁科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粤建集〔2020〕310 号，李永滔同志任云浮市广建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吴

橙同志任云浮市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职工董事。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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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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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海丰县广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是由广东省建筑工程机

械施工有限公司于 2021 年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是作为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的经营窗口，设立目的在

于满足当地要求、使母公司可以在海丰市场正常展开经营活

动，公司经营范围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土石方工程，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园林绿化工

程，新型建筑材料研发。

二、领导班子

经理：林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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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企业负责人薪酬按股东公司员工

薪酬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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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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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工粤北建筑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工粤北建筑有限公司是由广东建工集团与韶关

金财集团合资成立的建筑公司，公司在 2021 年注册于韶关,

主要从事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包括房屋建筑、公共建筑、城

市基础设施、交通设施、水利设施、轨道交通、地下空间工

程、城市综合管廊、产业园区、城市更新改造、棚户区改造、

城中村改造、城市综合开发经营、公共停车场、美丽乡村、

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工程的施工建设

等。

二、领导班子

董事长兼总经理：袁斌

总工程师：李宏亮

副总经理：谢明鸣、周丽云

三、重要人事变动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聘任袁斌为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聘任李宏亮为公司技术负责人，聘任谢明

鸣、周丽云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业鸿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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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据未经审计的 2021 年度财务报表显示，2021 年末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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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 5588.80 万元、净资产为 5588.80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为 5145.29 万元；2021 年营业收入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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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