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09月固定资产招标核准项目信息公告

序号 项目代码 镇街 地址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经济类型 总投资(万元) 证书编号 建设内容 核准内容 发证日期

1
2106-442000-04-01-

946440 东区
中山市东区兴中道

32号
中山市体育中心智能化

停车收费管理系统
市级财政 其它 219.72 中发改招投标核准〔

2021〕4号

本项目的建设规模包括中山体育馆、兴中
体育场、兴中网球场等区域停车场，规划
车位1402个。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智能停车

场系统、车位引导系统、监控系统、停车
位、车道标线标牌工程、及花坛。

中山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报来“中山市体育中心智能化停车收费管理系统”项目单独

申请招标事项核准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
意见如下：

　　一、本次申请范围：设计、建筑工程（含安装）、监理
、其他。

　　二、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相关规定，核
准意见具体详见附表。

　　三、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06-442000-04-01-946440。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03日

2
2106-442000-04-01-

279231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

大道

G228国道神湾段沿线提

升改造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997.96 中发改神湾招投标核

准〔2021〕3号

项目起点为神湾沙湾市场，终点为斗门大
桥，道路总长约8025米，其中石场牌坊至
定溪村牌坊段不进行改造（约1500米），
实际改造长度约6525米，主要包含神湾段

道路两侧及中央绿化带升级改造，新建城
市门户花坛景观1处，新建三角绿化地主
题花镜4处。该项目赋码用于办理工程立

项的事项。

中山市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报来“G228国道神湾段沿线提升改造工程”项目单独申请

招标事项核准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
如下：
　　一、本次申请范围：设计、建筑工程、监理、其他。
        二、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相关规定，核

准该项目建筑工程的招标范围为全部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
委托招标，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具体详见附表。

　　三、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06-442000-04-01-279231。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01日

3
2108-442000-04-01-

222135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

大道中48号
神湾镇政府交通规划整

治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749.15 中发改神湾招投标核

准〔2021〕4号

本项目位于神湾镇政府大院内，整治内容
包括道路整治、交通指示牌、生态停车位
等。项目赋码主要用于办理立项手续。

中山市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报来“神湾镇政府交通规划整治工程”项目单独申请招标事
项核准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本次申请范围：勘察、设计、建筑工程、监理、其
它。
        二、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相关规定，核

准该项目建筑工程的招标范围为全部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
委托招标，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具体详见附表。 
        三、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08-442000-04-01-222135.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18日

4
2106-442000-04-01-

850845 五桂山街道
中山市五桂山中山
市五桂山自然保护

区大寮工区

大寮巡护站高低压供电
工程

市级财政 其它 230 中发改招投标核准〔
2021〕3号

在五桂山大寮巡护站新增1套50kVA欧式
箱变；敷设10kV电力电缆，普通-YJV22-
8.7/15kV -3×70mm2 3305米；10kV全冷
缩户外终端头，3芯 ×70mm2 1套；10kV
冷缩中间头，3×70mm2 6套；10kV T型
电缆头，3×70mm2 3套；用户分界开关箱
1台；HDPE管,PE100，Φ160mm×6.5mm

2457米；HDPE管,PE100，Φ
160mm×8mm 155米；1层2列排管行人井

38座；破及修复水泥路面15cm厚
62.64㎡；桥架521米等。

中山市自然保护地管护中心：
　　报来“大寮巡护站高低压供电安装工程”项目申请变更招标
核准项目名称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同意项目名称变更为“
大寮巡护站高低压供电工程”。其他事项仍按《中山市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大寮巡护站高低压供电安装工程项目有关招标事
项的批复》（中发改招投标核准〔2021〕1号）执行。
　　

　

2021年09月01日

5
2109-442000-04-01-

420249 东区
中山市东区金字山

互通立交周边
南外环立交周边绿地公

园工程
市级财政 其它 4625.77 中发改招投标核准〔

2021〕5号
占地面积约206000平方米，主要包括绿化

景观、景观电气照明、给排水等内容。

中山市代建项目管理办公室：
　　报来“南外环立交周边绿地公园工程”项目单独申请招标事
项核准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本次申请范围：勘察、设计。

　　二、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相关规定，核
准意见具体详见附表。

　　三、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09-442000-04-01-420249。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13日

6
2109-442000-04-01-

798758 火炬开发区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康乐四街11号

开发区中心小学运动场
改造工程

镇级财政 国有独资 930 中发改火炬招投标核
准〔2021〕2号

项目改造总面积为 11570 平方米，改造内
容包括：田径运动场、篮球场（东侧 5 片
、西侧 2 片）及其他辅助场地 （含新建主
席台 230 平方米）、劳动实践基地、北门

入口等场地改造，以及场地软基处理、给
排水、电气、信息智能化等配套工程改造

。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小学：　　
        报来“开发区中心小学运动场改造工程”项目单独申请招标

事项核准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
下：　　
        一、本次申请范围：勘察、设计、建筑工程、监理。
        
        二、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相关规定，核

准该项目建筑工程的招标范围为全部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
委托招标，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具体详见附表。　　
        三、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09-442000-04-01-798758。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18日

7
2109-442000-04-01-

227980 黄圃镇

中山市黄圃镇洪奇
沥水道、黄圃水道
、黄沙沥、平洲沥
水道、鸡鸦水道、

桂洲水道沿线

黄圃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21540.25 中发改黄圃招投标核
准〔2021〕1号

黄圃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21540.25万
元，建设碧道长度约45.5公里。建设内容

包括水资源保障、水安全提升、水环境改
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景观与游憩系统
构建等。（赋码用于项目可研勘测设计等

立项前期工作）

中山市黄圃镇水务事务中心：
　　《关于申请黄圃镇碧道工程先行开展勘察/设计/监理招标
工作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相关规定，核
准项目“勘察、设计”全部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公开招标。

　　二、请按照规定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http://zbtb.gd.gov.cn)发布有关招标投标信息。
        三、项目代码：2109-442000-04-01-227980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26日

8
2109-442000-04-01-

917055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

村
外沙村党群服务中心工

程
镇级财政 其它 446.71 中发改神湾招投标核

准〔2021〕5号

外沙村党群服务中心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为：新建外沙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内装修、
水电、中心场地工程、停车场工程、中桥
道路加高工程、连接道路工程和排水工程
等，总建筑面积约为1494.97平方米。该

项目赋码用于办理工程立项的事项。

中山市神湾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
　　报来“外沙党群服务中心工程”项目单独申请招标事项核准
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本次申请范围：设计、建筑工程、监理、其他。
        二、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相关规定，核
准意见具体详见附表。

　　三、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09-442000-04-01-917055。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25日

9
2109-442000-04-01-

562470 东凤镇

中山市东凤镇小榄
水道东凤镇段沿线
、鸡鸦水道东凤镇
段沿线、容桂水道

东凤镇段沿线

东凤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集体 20296 中发改东凤招投标核
准〔2021〕1号

东凤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20296万
元，建设碧道长度约34.4公里。建设内容

包括水资源保障、水安全提升、水环境改
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景观与游憩系统

构建等。（申请赋码用于工程审批）

中山市东凤镇水务事务中心：
　　《关于申请东凤镇碧道工程先行开展勘察/设计招标工作

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征求【审核部门名称】意见，
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核准东凤镇碧道工程勘察的招标范围为全部招标，
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设计的招
标范围为全部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方式为
公开招标。具体详见附表。

　　二、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09月29日

注：本信息统计时间以领证办结时间为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