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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防汛抗旱先

进集体、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企业、纳税信用为 A 级企业，现

有员工 1300 多人，可用于生产经营的各专业一二级注册建造师

证件 400 多个，具有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等 10 多项资质。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形成了以水利工程为品牌、

工程施工为主业，兼有物业租赁和房地产开发的多元化发展格

局，承建的工程遍布广东各地级市以及福建、江西、上海等 10

多个省市，在老挝市场耕耘也已经超过 26 年。一直以来，公司

坚持弘扬“团结上下，拼搏纵横”的企业精神，秉承“管不好现

场，得不到市场”的管理理念和“多出建筑力作，多造工程精品”

的质量理念，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承建的项目先后获得过中国建筑工程

鲁班奖、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经典工程、改革

开放 35 年百项经典工程以及老挝国家一级劳动奖章 1 项、国家

友谊奖章 1 项等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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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正依照《发展战略五年（2021-2025）规划》蓝

图以及“以水利工程为品牌，工程施工为主业，综合经营为特色，

投资运营为拓展的综合型现代企业”的战略定位要求，着力推动

企业转型升级，朝着“水电项目建设的综合运营商”目标不断迈

进。

二、管理架构

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立明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曾思成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工会主席 冯微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赵丕彪

党委委员、董事、总工程师 李晓东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陈俊锋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何慧文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詹钦慧

公司按照国有企业和现代公司制要求建立了党委会、董事

会、监事会，有独立的经营班子，下设分支机构 32 个，包括总

部职能部门 12 个，分公司 15 个，子公司 5 个。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粤建集党〔2020〕111 号，詹钦慧同志任广东省水利

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2.根据粤建集〔2020〕244 号，詹钦慧同志任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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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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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立明

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09 年 11 月

至今

86.60 7.82 2.70 17.32 否

曾思成

董事、总经

理、党委副

书记

2004 年 12 月

至今

82.27 9.39 2.65 16.454 否

赵丕彪

董事、副总

经理

1999年 5月至

今

77.94 7.48 1.50 15.588 否

李晓东

董事、副总

经理

2005年 3月至

今

77.94 7.43 15.588 否

陈俊锋

董事、副总

经理、总经

济师

2005 年 11 月

至今

77.94 7.43 15.588 否

冯微 副总经理、 2005 年 11 月 77.94 7.44 1.30 15.58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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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 至今

何慧文

副总经理、

总会计师

2012年 7月至

今

77.94 7.43 1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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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货币收入：陈立明（垦造水田奖 1.45 万，集团科技进步奖 1.2 万，集团职工之友/先进生

产工作者 0.05 万）；曾思成（垦造水田奖 1.45 万，集团科技进步奖 1.2 万）；赵丕彪（垦造水

田奖 1.45 万，集团职工之友/先进生产工作者 0.05 万）；冯微（集团科技进步奖 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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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933

万元、净资产为93,11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90,272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70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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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三局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地方扶贫济困工作，分别

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 20 万元，东莞市 10 万元、东莞塘厦镇 5

万元，助力地方扶贫济困事业。作为广东省三防机动抢险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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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水利机动抢险二队，应省防总、应急厅、水利厅以及集团

做好三防抢险相关工作，认真落实北江大堤和飞来峡枢纽防汛备

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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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三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东莞市三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

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8月 7日，注册资金 27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开办厂场和房地产开发，拥有工业

用地约 21 万 M²，工业区自 1998 年陆续起建，现拥有工业厂房及

配套建筑约 22 万 M²。

目前，公司正依照总公司《发展战略五年（2021-2025）规

划》蓝图，积极推动“工改工”项目，依托广东水电三局浓厚的

文化底蕴，努力打造国企品牌知名工业园。

二、管理架构

公司按照国有企业和现代公司制要求建立了支委会、董事

会、监事会，有独立的经营班子，内设职能部门 5 个，包括党政

办公室、财务部、合约部、工程部和资产管理部。

公司现有领导班子成员 6 人，其中，董事会成员 7 人，分别

是董事长徐林生以及董事何慧文、李学新、刘明正、陈桦、肖美

群、方继强；支委会成员 6 人，分别是支部书记徐林生，支委委

员郑祖贤、熊宇文、曾同军、李舒、赵佳馨；经营班子成员 5 人，

分别是经理郑祖贤，副经理熊宇文、曾同军、李舒、赵佳馨。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广水三局党〔2020〕40 号，曾同军同志任东莞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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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

2.根据广水三局党〔2020〕62 号，李舒、赵佳馨同志任东

莞市三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

3.根据广水三局党〔2021〕5 号，徐林生同志任东莞市三局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郑祖贤同志任东莞市三

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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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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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40

万元、净资产为 7,68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7,685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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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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广水三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水利电力厅第三工程局珠海工程公司是经珠海市人

民政府批准，于 1985 年 12 月 12 日在珠海市依法设立的，具有

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是广东省水利电力厅第三工程局的全资子

公司。1987年 12月其母公司更名为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

广东省水利电力厅第三工程局珠海工程公司同时更名为广东省

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珠海工程公司，2000 年 12 月，因政企脱抅，

其母公司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从广东省水利电力厅脱抅，

划入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15 年 11 月经公司制改制

为珠海广水三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

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6 年 6 月因公司资质换证核准，

公司不再具备施工资质，从事的工程施工业务由总公司承接。

二、管理架构

公司同第二工程公司（广东水电三局在珠海的分公司）合署

办公，公司按照国有企业和现代公司制要求建立了支委会、董事

会、监事会，有独立的经营班子，内设职能部门 4 个，包括综合

部、经营部、工程管理部、安全管理部，财务部由总公司委派。

公司董事会成员 5 人，分别是董事长兰泽全以及董事方继

强、杨艺、谢辉勇、何帮；支委会成员 5 人，分别是支部书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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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全，支委委员方继强、廖小兵、何帮、杨艺；经营班子成员 7

人，分别是经理兰泽全（兼），副经理谢辉勇、方继强、何帮、

廖小兵、莫华、杨文奇。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广水三局党〔2020〕63 号，王家辉同志任第三工程

公司常务副经理、党支部副书记，免去其第二工程公司副经理职

务。

2.根据广水三局党〔2021〕24 号，免去杨艺同志副总经济

师、第二工程公司副经理职务，正式退出领导岗位，聘为协助管

理员直至其正式退休。

3.根据广水三局党〔2021〕55 号，莫华同志任第二工程公

司技术负责人兼副经理；杨文奇同志任第二工程公司副经理。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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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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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7

万元、净资产为16,48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6,489

万元；2020 年营业收入为 18,466 万元。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未发生。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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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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源顺工程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省源顺工程有限公司是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是由广东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资组建，

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成立，注册资金 4100 万元，2020 年 7 月 2

日，广东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拥有（持有）的广东省源顺

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人民币 4,976.13 万元转让给广东省

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产权通过广东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发布转让信息征集受让方，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确定受让方和

转让价格，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实施产权交易。

公司现有员工 34 人，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建筑装饰、装修和

其他建筑业，具有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及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二、管理架构

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王家辉

公司监事：张 辉

财务负责人：胡耀武

三、重要人事变动

1.根据广水三局党〔2021〕24 号，王家辉同志任广东省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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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根据广水三局党〔2021〕24号，张辉同志任广东省源顺工

程有限公司监事；

3.根据广水三局党〔2021〕24 号，胡耀武同志任广东省源

顺工程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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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6 万

元、净资产为 4,10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103 万

元；2020 年无营业收入。

五、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 7 月 2 日，广东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拥有（持

有）的广东省源顺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人民币 4,976.13

万元转让给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产权通过广东

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发布转让信息征集受让方，采用协议转让的方

式，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实施产权交易。

六、重大机构改革和重组

2020 年度未发生。

七、社会责任

2020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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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工潮投建设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工潮投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由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潮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合资成立。该公司注册资金为 101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等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此次合作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高度贯彻新发展理念，旨在

积极参与潮州市建设，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省属企业优势，通过

优势互补，通力合作，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实现互利共赢，共建美丽潮州。

二、管理架构

公司按照国有企业和现代公司制要求建立了董事会、监事

会，有独立的经营班子，内设职能部门 4 个，包括综合管理部、

工程管理部、市场经营部、财务法务部。

公司现有领导班子成员 3 人，其中，董事会成员 3 人，分别

是董事长、总经理杨海春以及董事刘望奇、张崇炫。

三、重要人事变动

2020 年度未发生。

四、企业负责人薪酬

2019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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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020 年度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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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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工茂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建工茂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是由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和茂名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共同成

立的建筑合资公司，公司积极参与茂名市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

挥国有建筑企业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公司经营范围

为建设工程施工，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施工专业作业，

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

二、领导班子

董事长兼总经理：付兵

董事：黄楚 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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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发放企业负责人薪酬 0 万元。

五、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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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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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轩逸建设有限公司信息公开资料

一、公司简介

广东轩逸建设有限公司（下称“轩逸公司”）设立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注册资本金 10088 万元，根据广东省建筑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水电三局收购具有公路施工总承包壹级资

质的公司工作方案的批复》（粤建集函{2021}33 号），由广东

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收购了轩逸公司 100%股权。轩

逸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业等。

二、领导班子

总经理：黄权辉

监事：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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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无。

六、产权转让和增资

2020 年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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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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