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本表须附有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有资质证书正副本、

六、本表在填写时如需加页，一律使用A4（210mm×297mm）型纸。

企业章程、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资料、财务资料、代表性工程的合同及质量验收、安

册装订。

全评估资料、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资料及其它资料”的顺序分

五、本表中带□的位置，用√选择填写。

一、本表适用于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及核定、换证、增项、升级和资质延续。

二、本表要求用计算机打印，不得涂改。

四、本表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除万元、百分数保留一位小数外，其余均为整数。

三、本表第一至第十一部分由企业填写。企业应如实逐项填写，不得有空项。



1. 港口与航道工程 类别 壹级

本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首次申请□   增项□   升级√   重新核定□   延续□   跨省变更□ 
吸收合并、企业合并（吸收合并及新设合并）□  企业全资子公司间重组分立□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分立□   资质换证□

设区的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资质证书：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资质证书：

  1 证书编号:D244045418 贰级石油化工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12月
31日）
  2 证书编号:D244045418 贰级市政公用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12月
31日）
  3 证书编号:D244045418 贰级港口与航道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12
月31日）
  4 证书编号:D244045418 贰级电力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12月31
日）
  5 证书编号:D244045418 贰级矿山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12月31
日）
  6 证书编号:D244045418 贰级水利水电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12月
31日）
  7 证书编号:D244045418 壹级建筑幕墙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12月
31日）
  8 证书编号:D244045418 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
12月31日）
  9 证书编号:D244045418 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年
12月31日）
  10 证书编号:D244045418 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20年09月21日,到期时间：2021
年12月31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发资质证书：

  1 证书编号:D144105940 壹级建筑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19年03月21日,到期时间：2022年03月23
日）
  2 证书编号:D144105940 壹级机电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19年03月21日,到期时间：2022年03月23
日）
  3 证书编号:D144105940 壹级钢结构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19年03月21日,到期时间：2022年03月23
日）



法 定代表人 吴冰杰 职务 法定代表人 职称 无

企业网址 电子信箱

联系电话 传 真

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

（粤）JZ安许证字[2020]
053374延

有效期至 2023年08月18日

总工程师 周刘新 职务 港口与航道技术负
责人

职称 港口与航道高
级工程师

企业经理 吴冰杰 职务 企业经理 职称 无

企业注册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横路南海日本中小企业工
业园厂房2-1夹层之四(住所申报)

邮政编号 528200

广东省省（自治区、直辖市）佛山市地区（市、州、盟）南海区（区、市、旗）

企业名称 广东精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

建立时间 2006年05月08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横路南海日本中小企业工
业园厂房2-1夹层之四(住所申报)

邮政编号 528200

广东省省（自治区、直辖市）佛山市地区（市、州、盟）南海区（区、市、旗）



广东精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05月08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开拓创新，
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等方式，逐步提高综合实力，已在当地成为一间相当有实力的建筑公司。公司
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完善公司的机械设备，现已拥有一系列与公司业务配套的设施设备。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严格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进行每一项施工，力求为社会各界
提供优质的工程及优质的服务。公司职工在 “管理科学、优质服务、信誉第一、用户至上”的经营思想指
导下，以及“优、快、廉、信”的经营宗旨下，发扬“精诚团结、奋力开拓、务实高效”的企业精神，为公司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展望未来，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和满意的服务，与社会各界共谋发展。



1 周刘新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港口航道 港口与航道工程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称 身份证号码 职称专业/学历专业 负责资质类别



工

作

简

历

2019年10月20日至今 在广东精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技术
管理工作从事港口与航道技术负责人

2006年12月29日至2019年09月24日 在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技术管
理工作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专项技术负责人

2002年10月14日至2006年11月23日 在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项目的技术管理
工作从事项目负责人

1995年07月10日至2002年09月06日 在中交天航南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项目的
技术工作从事技术员

由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从事何工作、任何职

工程管理资历 18年 负责资质类别 港口与航道工程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职称 高级工程师 职称专业 港口与航道 执业资格

姓名 周刘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1995年06月30日/桂林电子工
业学院/港口航道

最高学历 本科

身份证 注册证书编号 照片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专业 级别 注册证书编号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称 身份证号码 职业专业/学历专业 申报资质类别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岗位类别 岗位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技能等级 专业工种 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是否自有



1 绞吸式挖泥船 GY5000/浙
江/2017/4/18

1 5000 99.5 77.25 自有

2 起重船 HZX-200T/湛
江/2017/4/9

1 3900 98.2 71.01 自有

序号
设备及仪器名

称
型号/产地/出厂日期

数量
(台)

功率
(千瓦) 原值 净值

价值(万元)

备注



5 江洪港三期
工程吹填造
地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400万立
方米以上
吹填造地
工程

万立
方米

450 4726.53 4739.49 2017年12月
11日

2018年06
月27日

3 宝满集装箱
码头二期工
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沿海5万
吨级码头
工程

万吨 5 8449.1 8463.95 2018年04月
16日

2018年11
月05日

4 三塘港二期
集装箱堆场
建设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沿海20万
平方米以
上港区堆
场工程

万平
方米

23.2 7208.16 7232.84 2018年05月
09日

2018年12
月05日

2 仙脉港散货
码头护岸工
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1000米以
上围堤护
岸工程

米 1113.5 5151.98 5165.48 2020年04月
21日

2020年10
月16日

1 三塘港水域
疏浚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500万立
方米以上
疏浚工程

万立
方米

600 4236.71 4248.98 2019年03月
14日

2019年09
月25日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万元)

结算价格
(万元)

工程规模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1 开工时间 2019年03月14日 竣工时间 2019年09月25日

计划工期 198 实际工期 196 延误原因 无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广州南华工
程管理有限
公司

联系人 高恩复 联系电话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合格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广东徐闻港
航控股有限
公司

联系人 孟繁锡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徐闻县县 湛江市徐闻县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徐闻县县 湛江市徐闻县 起

工程名称 三塘港水域疏浚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08251902150313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500万立方米
以上疏浚工
程

万立方米 600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4236.71万元 结算价 4248.98万元

项 合同编号 ST-052417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0825201903070113

项目经理 李佳 注册证书编号



2 开工时间 2020年04月21日 竣工时间 2020年10月16日

计划工期 179 实际工期 178 延误原因 无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广州海荣建
设监理有限
公司

联系人 荣立宇 联系电话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合格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广东省湛江
航运集团有
限公司

联系人 方铎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雷州市县 湛江市雷州市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雷州市县 湛江市雷州市 起

工程名称 仙脉港散货码头护岸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08822003090113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1000米以上
围堤护岸工
程

米 1113.5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5151.98万元 结算价 5165.48万元

项 合同编号 XM-
00241785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0882202004130313

项目经理 徐晓林 注册证书编号



3 开工时间 2018年04月16日 竣工时间 2018年11月05日

计划工期 204 实际工期 201 延误原因 无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广州穗峰建
设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晓露 联系电话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合格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湛江市东南
中实港口开
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肖东菁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霞山区县 湛江市霞山区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湛江市霞山区 止

自 广东省省湛江市市霞山区县 湛江市霞山区 起

工程名称 宝满集装箱码头二期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08031802220113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沿海5万吨级
码头工程

万吨 5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8449.1万元 结算价 8463.95万元

项 合同编号 BM-
05714523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0803201804110213

项目经理 杨林泉 注册证书编号



4 开工时间 2018年05月09日 竣工时间 2018年12月05日

计划工期 210 实际工期 207 延误原因 无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深圳市恒浩
建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
司

联系人 郭楚 联系电话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合格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广东徐闻港
航控股有限
公司

联系人 张琪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徐闻县县 湛江市徐闻县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徐闻县县 湛江市徐闻县 起

工程名称 三塘港二期集装箱堆场建设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08251803180413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沿海20万平
方米以上港
区堆场工程

万平方米 23.2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7208.16万元 结算价 7232.84万元

项 合同编号 SG-
07156845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0825201805050113

项目经理 陈青 注册证书编号



5 开工时间 2017年12月11日 竣工时间 2018年06月27日

计划工期 199 实际工期 197 延误原因 无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上海东华建
设管理有限
公司

联系人 闫康 联系电话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合格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广东北部湾
港口工程投
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 马舒滟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遂溪县县 湛江市遂溪县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湛江市市遂溪县县 湛江市遂溪县 起

工程名称 江洪港三期工程吹填造地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08231710180213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400万立方米
以上吹填造
地工程

万立方米 450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4726.53万元 结算价 4739.49万元

项 合同编号 JH-
03417586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0823201712080113

项目经理 陆如志 注册证书编号





1. 企业名称：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全称。

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

4. 营业执照注册号：按工商营业执照的内容填写。

5.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按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填写，含校验码。

2. 企业注册地址：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3. 企业详细地址：填写本企业经营常驻地的地址，用全称或规范简称填写。

4 企业申请资质类别和等级：填写企业本次申请资质情况。

1 申报企业名称：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全称，并加盖企业公章。

2 填报日期：按本表报送时间填写。

2 批准时间：指本企业此次申请资质前每一项原资质等级所批准的时间，首次申请企业不填写。

3 现有资质证书编号：指本企业此次申请资质前的现有资质证书号码。首次申请企业不填写。

1 现有资质等级：指本企业此次申请资质前的原资质等级。首次申请企业不填写。

6. 企业类型：或称经济性质，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1 注册资本：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3 现场管理人员：按本企业申报前拥有的取得岗位证书的现场管理人员数量填写。

4 技术工人：按企业申报前拥有的自有技术工人数和全资或控股公司技术工人数量填写。

4 流动资产：指本企业可以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耗用的资产。按本报告期期末财务
报告数据填写。

5 负债总额：指本企业全部资产总额中，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按本报告
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2 资产总额：指本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它权利。按本报
告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3 固定资产：指本企业使用期超过一年的房屋及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设备、器具、工具等。按本报告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2 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人数：按企业申报前拥有的工程序列中级以上人数填写。

9. 传真：填写本企业经营常驻地的传真号码。

10. 企业网址：按本企业在互联网上注册的网络地址全称填写。

7. 建立时间：或称成立时间，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8. 联系电话：填写本企业经营常驻地行政办公室电话号码。

1 注册人员人数：按本企业申报前拥有的各类注册人数填写。

11. 电子邮箱：按本企业在互联网上注册的常用电子邮箱全称填写。

12. 法定代表人：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只填写申报所需有职称人员，由高级到中级依次填写。

只填报申报所需现场管理人员，按照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机械员、资料员、造价员、劳务员、测
量员、试验员顺序填写。

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并由本人签名。

只填报申报所需注册建造师，按照一、二级顺序填写。

填写申报资质所需技术工人名单，注明是否为企业自有技术工人，其中全资或控股企业拥有的技术工人
填写“否”，非本企业自有、全资或控股企业拥有的技术工人不得填在本表之中。

11 外商资本：指外国投资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
写。须注明外资方所在国家或地区。

10 港澳台商资本：指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须注明港澳台资本出资方所在地区。

1 机械设备总台数：指归本企业所有，属于本企业固定资产的生产性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它包括施工机
械、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其他设备。按本企业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台帐据实填写。

设备

7 国有资本：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

6 净资产：又称所有者权益，指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净资产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
债后的余额。按本报告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9 个人资本：指社会个人或者企业内部职工以个人合法财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

8 法人资本：指其它法人单位以其依法可以支配的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

2 机械设备总功率：指本企业自有施工机械、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等列为在册固定资产的生
产性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按能力或查定能力计算，包括机械本身的动力和为该机械服务的单独动力设
备，如电动机等。计量单位用千瓦，动力换算按：1马力＝0．735千瓦折合成千瓦数。电焊机、变压
器、锅炉不计算动力。

填写企业的基本情况、发展演变过程（含企业名称变更、分立合并等情况）、主要工程业绩等。

按照企业所申报资质填写，其中负责资质类别是指该技术负责人作为该项资质的技术负责人申报。

4 机械设备净值：指企业自有机械设备经过使用、磨损后实际存在的价值，即原值减去累计折旧后的净
值。按本企业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台帐据实填写。

3 机械设备原值：指企业自有机械设备的购置价。按本企业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台帐据实填写。

6 技术装备率：又称技术装备系数或技术装备程度。
技术装备率＝机械设备净值÷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元／人）

5 动力装备率：又称动力装备系数或动力装备程度。
动力装备率＝机械设备总功率÷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千瓦／人）



1 工程名称：按工程承包合同名称填写。

3 工程地址：详细填写工程地址，须明确工程所在街道及门牌号；其中线性工程须填写工程起始和终点详
细地址。

2 工程类别：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有关规定分类后填写。

填写企业自有技术设备情况。

填写企业完成的主要工程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