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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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4083960 贰级港口与航道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16年05月09日,到期时间：2021年05
月09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发资质证书：



法 定代表人 何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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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24255

有效期至 2022年12月03日

总工程师 彭南强 职务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
术负责人

职称 高级工程师

企 业经理 何竞龙 职务 企业经理 职称 无

企业注册地址

新安街道安乐社区44区翻身路117号富源商贸中心
C1901

邮政编号 518033

广东省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圳市地区（市、州、盟）宝安区（区、市、旗）

企业名称 广东联亚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建立时间 2008年10月22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详细地址

新安街道安乐社区44区翻身路117号富源商贸中心
C1901

邮政编号 518033

广东省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圳市地区（市、州、盟）宝安区（区、市、旗）



我广东联亚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08年10月22日成立，企业注册资金4000万元。
我司作为一家民营公司，我们注重公司的内部管理。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如财务管理制度，各岗位操
作规章，安全生产制度，考勤制度，文明施工制度等。今后，公司将提高服务素质，坚持诚信为本，共
同赢利的原则，为市场提供高效优质服务，与各界朋友共创建设事业的新篇章。



1 彭南强 本科 高级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高级工程
师/港口航道与海岸工
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总
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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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15日至今 在广东联亚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公司所有港口与航道工程项
目的施工技术管理工作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负责人

2007年06月12日至2018年09月18日 在广东金东海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技术管理
工作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项目负责人

2001年07月09日至2007年05月25日 在深圳长盛海事工程有限公司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管理工
作从事项目主管

1995年07月28日至2001年06月22日 在广东省湛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技术
工作从事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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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年 负责资质类别 港口与航道工程总承包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职称 高级工程师 职称专业 港口与航道高级
工程师

执业资格

姓名 彭南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1995年07月01日/华中理工大
学/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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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吸式挖泥船 GY5000/广
东/2016/4/12

1 5000 99.5 74.6 5000千瓦

2 起重船 HZX-200T/广东
省/2016/11/19

1 2000 98.2 77.6 2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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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港三期
建设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沿海5万
吨级码头
工程

万吨 5 6147.69 6163.68 2019年06月
28日

2020年06
月02日

3 北津港防浪
护岸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1000米以
上围堤护
岸工程

米 1136 3857.7 3866.85 2016年10月
24日

2017年08
月17日

4 北津港外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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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6549.36 6562.65 2016年12月
02日

2017年12
月11日

2 三丫港二期
工程堆场吹
填工程施工

港口与航道工
程

400万立
方米以上
吹填造地
工程

万立
方米

420 4023.94 4032.94 2016年08月
22日

2017年07
月10日

1 溪头港外航
道疏浚维护
施工总承包

港口与航道工
程

500万立
方米以上
疏浚工程

万立
方米

534.09 4107.38 4116.24 2016年07月
12日

2017年04
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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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7月12日 竣工时间 2017年04月10日

计划工期 275 实际工期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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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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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市兴航
港务有限公
司

联系人 朱瑞平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西县县 阳江市阳西县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西县县 阳江市阳西县 起

工程名称 溪头港外航道疏浚维护施工总承包

工程项目编码 441721160506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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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09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4107.38万元 结算价 4116.24万元

项 合同编号 YX-0153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1721201607080613

项目经理 陈青 注册证书编号



2 开工时间 2016年08月22日 竣工时间 2017年07月10日

计划工期 326 实际工期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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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连信土
木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公
司

联系人 吕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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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市交投
港务有限公
司

联系人 石建海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东县县 阳江市阳东区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东县县 阳江市阳东区 起

工程名称 三丫港二期工程堆场吹填工程施工

工程项目编码 44170416061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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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4023.94万元 结算价 4032.94万元

项 合同编号 YD-0261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1704201608190213

项目经理 杨林泉 注册证书编号



3 开工时间 2016年10月24日 竣工时间 2017年08月17日

计划工期 302 实际工期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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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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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市兴港
港务有限公
司

联系人 费洪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东县县 阳江市阳东区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东县县 阳江市阳东区 起

工程名称 北津港防浪护岸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17041608100313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1000米以上
围堤护岸工
程

米 1136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3857.7万元 结算价 3866.85万元

项 合同编号 YD-0632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1704201610210613

项目经理 徐志宏 注册证书编号



4 开工时间 2016年12月02日 竣工时间 2017年12月11日

计划工期 376 实际工期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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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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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市兴港
港务有限公
司

联系人 陶简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东县县 阳江市阳东县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东县县 阳江市阳东县 起

工程名称 北津港外堆场建设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1702160928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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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6549.36万元 结算价 6562.65万元

项 合同编号 JC-0723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1702201611300513

项目经理 汤宗祥 注册证书编号



5 开工时间 2019年06月28日 竣工时间 2020年06月02日

计划工期 344 实际工期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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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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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市宏航
港务有限公
司

联系人 南尚强 联系电话

工程地址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西县县 阳江市阳西县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广东省省 阳江市市阳西县县 阳江市阳西县 起

工程名称 河北港三期建设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441721190428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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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7.69万元 结算价 6163.68万元

项 合同编号 YX-0198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441721201906260413

项目经理 张仕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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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