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10月固定资产招标核准项目信息公告

序号 项目代码 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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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442000-04-

01-984403 大涌镇
中山市大涌镇磨刀门水道（大

涌段）
大涌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1852.5 中发改大涌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大涌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852.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约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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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大涌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大涌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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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442000-04-01-984403。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18日

2
2109-442000-04-

01-317619 板芙镇
中山市板芙镇西江磨刀门水道

沿岸
板芙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4680 中发改板芙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板芙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4680万元，建设碧道长度约

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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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板芙镇水务事务中心：
　　《关于申请板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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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核准板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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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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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3
2109-442000-04-

01-380623 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中顺大围小榄堤

段及东升堤段
小榄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18471.5 中发改小榄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小榄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8471.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
约25.1公里。建设内容包括水

资源保障、水安全提长、水环
境改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景观与游憩系统构建等。

中山市小榄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小榄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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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该项

目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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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目招标人组织招标时，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投标法律
、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09-442000-04-01-380623。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15日

4
2109-442000-04-

01-607992
民众街

道

中山市民众街道横门水道民众
段、鸡鸦水道民众段、洪奇沥

水道民众段
民众街道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集体 17459 中发改民众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民众街道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
约17459万元，建设碧道长度
约34公里，包括横门水道碧道

民众段、鸡鸦水道碧道民众段
、洪奇沥水道碧道民众段，总
建筑面积以市发改部门批复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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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民众街道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民众街道碧道工程”及有

关材料收悉。经中山市民众街道经济发展和科技统计局意见，现提
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核准民众街道碧道工程勘察的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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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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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程招

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09日

5
2109-442000-04-

01-907215 神湾镇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宥南村

、神溪村和海港村
神湾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3300.25 中发改神湾招投标核准

〔2021〕6号

神湾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3300.2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
约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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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神湾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神湾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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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442000-04-01-907215。

2021年10月18日

6
2109-442000-04-

01-114354 南头镇 中山市南头镇镇内 南头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8694.25 中发改南头招投标核准
〔2021〕2号

南头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8694.2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
约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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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赋
码用于办理南头镇碧道工程立

项、初步设计审批事项。

中山市南头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南头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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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442000-04-01-114354。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14日

7
2110-442000-04-

01-985571 三角镇
中山市三角镇黄沙沥、洪奇沥

、鸡鸦水道沿岸
核准三角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7404.25 中发改三角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三角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7404.2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
约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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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三角镇水务事务中心：

 &nbsp; &nbsp; &nbsp; &nbsp;报来“三角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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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一、本次申请范围：勘察、设计。

 &nbsp; &nbsp; &nbsp; &nbsp;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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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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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四、项目代码：2110-442000-04-
01-985571。
 &nbsp; &nbsp; &nbsp; &nbsp;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11日

8
2109-442000-04-

01-622176 阜沙镇 中山市阜沙镇中山市阜沙镇 阜沙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6792 〔2021〕1号

阜沙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6792万元，建设碧道长度约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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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阜沙镇城管住建和农业农村局：　　      
      《关于申请阜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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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 本次申请范
围：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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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442000-04-01-622176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14日

9
2110-442000-04-

01-784661 横栏镇 中山市横栏镇西江大堤 横栏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集体 8900 中发改横栏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横栏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8900万元，建设碧道长度约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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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横栏镇水务事务中心：                                        
 &nbsp; &nbsp; &nbsp; &nbsp;报来“横栏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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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一、本次申请范围：勘察、设计。
 &nbsp; &nbsp; &nbsp; &nbsp;二、依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

定》及相关规定，核准横栏镇碧道工程勘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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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附件。                
 &nbsp; &nbsp; &nbsp; &nb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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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四、项目代码：2110-442000-04-
01-784661。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15日

10
2110-442000-04-

01-922291 港口镇
中山市港口镇小榄水道及鸡鸦

水道沿岸
港口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集体 12122.5 中发改港口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港口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2122.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
约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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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与休憩系统构建等。（本
次赋码用于办理招标核准事

项）

中山市港口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港口镇碧道工程”项目先行开展勘察、设计招标事项核准
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现提出招标核准意见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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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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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三、项目代码：2110-442000-04-01-922291。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19日



11
2109-442000-04-

01-430811 三乡镇
中山市三乡镇中山市三乡镇岗

泉村景福巷34号
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校舍及
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镇级财政 集体 240 中发改三乡招投标核准
〔2021〕2号

为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41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65平
方米。主要对旧校区综合楼场
室及相关附属设施进行修缮改

造等。

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
　　报来“中山市三乡镇鸦岗小学校舍及围墙等附属设施维修改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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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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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442000-04-01-430811。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20日

12
2110-442000-04-

01-606044 小榄镇
中山市小榄镇中顺大围东升堤

段全段
中顺大围东升堤段大堤灌浆工

程
镇级财政 其它 589.97 中发改小榄招投标核准

〔2021〕2号

本工程设计主要建设内容：
1）对中顺大围东升堤段大堤
进行灌浆，长度为14.60公

里；2）对中顺大围东升堤段

五宗水闸两侧引堤进行灌浆加
固处理；3）蚬沙水闸路面修
复一宗；4）拆除裕安水闸旁

的一座临时泵站，回填临时泵
站内外引水渠。

中山市小榄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中顺大围东升堤段大堤灌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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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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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442000-04-01-606044。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22日

13
2110-442000-04-

01-109375
火炬开
发区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数码大厦 4 
层及 1 层局部

中国检科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院化妆品数据研发中心室内装

修消防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889.86 中发改火炬招投标核准

〔2021〕3号

中国检科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院化妆品数据研发中心室内装
修消防工程项目建设地址位于
位于数码大厦 4 层及 1 层，
装修面积 2596.75平方米，装

修内容包括实验室专业装饰工
程、专业暖通工程、专业强弱
电工程、专业给排水工程、专
业消防工程等，用于化妆品实

验研究与数据处理。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报来“中国检科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化妆品数据研发中心室内
装修消防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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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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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442000-04-01-109375。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26日

14
2107-442000-04-

01-339178 南头镇
中山市南头镇深滘涌、黄渔涌

支涌
南头镇深滘涌、黄渔涌支涌消

除劣V类河涌整治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338.27 中发改南头招投标核准

〔2021〕3号

黄渔涌两侧新建dn300污水
管，东旭路新建dn400污水

管，收集居民生活污水接入东
福北路现状污水管。

中山市南头镇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报来“南头镇深滘涌、黄渔涌支涌消除劣V类河涌整治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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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442000-04-01-339178 。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27日

15
2109-442000-04-

01-781033 港口镇
中山市港口镇华师路与世纪东

路交叉口
港口镇世纪东路与华师路交叉

口改造工程
镇级财政 集体 194.24 中发改港口招投标核准

〔2021〕2号

工程内容主要是拆除现状花
基,新建砼路面修复；锯缝破

砼路面，新建绿化带、新建环
保砖地面;拆除现状人行道,新
建砼路面、侧石修复。经估
算，工程总费用约194.24万
元，其中建安费158.49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21.36万

元，预备费14.39万元。项目

赋码由于办理概算审批事项。

中山市港口镇城市更新和建设服务中心（中山市港口镇土地房屋征
收中心）：
　　报来“港口镇世纪东路与华师路交叉口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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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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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442000-04-01-781033。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0月26日

注：本信息统计时间以领证办结时间为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