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州市大亚湾建设协会会员名单

施工企业

序号 类型 企业名称

1 会长 惠州大亚湾市政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2
常务

副会长
广东修邦代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

副会长（施

工企业分会

会长）

惠州大亚湾前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 副会长 广东民宇代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5 副会长 广东美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 副会长 长沙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7 副会长 惠州尚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 副会长 广东鑫宸汇建设有限公司

9

副秘书长

（施工企业

分会秘书

长）

惠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 理事 惠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11 理事 惠州市和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 会员 惠州市建设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 会员
惠州市大亚湾春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14 会员 河源市政工程公司



15 会员 惠州市惠阳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16 会员 汕头市华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7 会员 龙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8 会员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19 会员 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 会员 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1 会员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22 会员 山东长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会员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4 会员 福建省闽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 会员 汕头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26 会员 深圳市旭生骏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7 会员 江西省新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8 会员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9 会员 广东电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 会员 浙江宏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1 会员 广东中匠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2 会员 湖南蓝云建设有限公司



33 会员 广东省高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34 会员 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 会员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6 会员 广东合创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37 会员 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 会员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39 会员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40 会员 广东吉盛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1 会员 惠州市顺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2 会员 华润建筑有限公司

43 会员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

限公司

44 会员 广东兴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5 会员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 会员 湖南圭塘建设有限公司

47 会员 深圳鹏源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8 会员 江西中云建设有限公司

49 会员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会员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 会员 华东建设安装有限公司

52 会员 广州石化华穗工程有限公司

53 会员 福建省泉州市东海建筑有限公司

54 会员 福建省鸿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5 会员 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56 会员 广东美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57 会员 湖北正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8 会员 江西赣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9 会员 惠州市世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0 会员 湖南佳邦建设有限公司

61 会员
天津海盛石化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62 会员 深圳市东方永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3 会员 湖南益阳工程有限公司

64 会员 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5 会员 中外建南方建设有限公司

66 会员 广州三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7 会员 江苏弘盛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8 会员 广东龙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9 会员
渤海石油航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70 会员 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司

71 会员
深圳市中邦（集团）建设总承包有限

公司

72 会员 深圳市惠通建设有限公司

73 会员 广东华创建筑有限公司

74 会员 中建四局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75 会员 福建方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6 会员 深圳市隆金达实业有限公司

77 会员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78 会员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9 会员 深圳市坤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 会员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81 会员 惠州市富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2 会员 福建省晋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3 会员 中建富林集团有限公司

84 会员 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5 会员
广东东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惠州分

公司

86 会员 广州打捞局



87 会员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会员 四川天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9 会员
茂名建筑集团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

90 会员 广东旭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 会员 广东珠江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92 会员 中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3 会员 广东省建筑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94 会员 中天华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5 会员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工程第四建设有

限公司

96 会员 深圳市金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7 会员 中建深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98 会员 广州华申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99 会员 广东五华一建工程有限公司

100 会员 广东乾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1 会员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102 会员 四川省同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3 会员 广东林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4 会员 广州盈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5 会员 广东恒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6 会员 深圳建中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07 会员 广东中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8 会员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09 会员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110 会员 深圳市华诚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1 会员 汕头市建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2 会员 广东杰洪建设有限公司

113 会员 广东金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4 会员 惠州大亚湾华丽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115 会员 惠州大亚湾嘉华混凝土有限公司

116 会员 惠州大亚湾华冠混凝土有限公司

117 会员 惠州市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18 会员 广东弘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企业

序号 类型 企业名称



1

副会长（监理

企业分会会

长）

广东海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 副会长 广东华厦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3 副会长 惠州建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 副会长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5

副秘书长（监

理企业分会秘

书长）

惠州市东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6 监事长 广东省石油化工工程质量监督站

7 会员 惠州广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 会员 东莞市粤建监理工程有限公司

9 会员 深圳市佳安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0 会员 广东海外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1 会员 广东诚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 会员 广东广信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3 会员 广州宏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14 会员 深圳市特发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5 会员 广东鸿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6 会员 惠州市惠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7 会员 深圳市大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8 会员 广州联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9 会员 深圳市中深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0 会员 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1 会员 深圳市招商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2 会员
广东力达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23 会员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 会员
江西方正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25 会员 广东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6 会员 惠州市建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7 会员 天津中海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8 会员 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9 会员 深圳市竣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0 会员 惠州滨海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1 会员 深圳市城建监理有限公司

32 会员 广东奥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3 会员 广州石化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4 会员 广东金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35 会员 广东竞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6 会员
惠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37 会员 广东承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8 会员 广东珠江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39 会员
深圳市东部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分公司

40 会员 中海监理有限公司

41 会员 惠州市筑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42 会员 广州穗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43 会员 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勘察、设计企业

序号 类型 企业名称

1 副会长 惠州大亚湾区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

副会长（勘察

设计企业分会

会长）

韶关地质工程勘察院大亚湾分院

3

副秘书长（勘

察设计企业分

会秘书长）

江西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4 理事 深圳市工勘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5 理事 江门地质工程勘察院

6 监事
惠州大亚湾城市规划勘察测绘研究

院

7 会员 惠阳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8 会员 地矿赣西地质工程勘察院

9 会员 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

10 会员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有限公司

11 会员 长宇（珠海）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2 会员 深圳市物业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3 会员 广东省工程勘察院

14 会员
中国化学工程第一岩土工程有限公

司

15 会员 广东远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6 会员
中昊（大连）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

17 会员 广东现代建筑设计与顾问有限公司

18 会员 广东省惠州地质工程勘察院

19 会员 广东呈斯意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 会员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21 会员
城联基业（北京）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惠州大亚湾分公司

22 会员 广东海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23 会员 广西华景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4 会员 广东省惠阳建筑设计院

25 会员 深圳建昌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6 会员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7 会员 深圳市博万建筑设计事务所

28 会员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

公司

29 会员
福建省石油化学工业设计院广州分

院

30 会员 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

31 会员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2 会员 悉地国际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

33 会员 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

34 会员 深圳壹创国际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35 会员 深圳天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36 会员
广东鸿宇建设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

公司

37 会员 珠海市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38 会员
广州市瀚城建筑结构设计事务所

（普通合伙）

39 会员 湖南省地质勘探院惠州分院

40 会员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

深圳分院

41 会员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42 会员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

43 会员 天津美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44 会员 荣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45 会员 深圳市建控地盘监理有限公司

造价咨询、招标代理企业

序号 类型 企业名称

1
招标代理分

会会长
广东宏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

副秘书长（造

价分会秘书

长）

珠海德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 会员 深圳市成效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 会员 广东海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 会员
深圳市华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惠州市分公司

6 会员 广东凯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7 会员 惠州市建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 会员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 会员 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10 会员 深圳市航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11 会员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2 会员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3 会员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4 会员 惠州城际工程造价咨询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