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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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442000-04-

01-925862 古镇镇 中山市古镇镇西江沿线 古镇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集体 10177.5
中发改古镇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古镇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0177.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约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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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古镇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古镇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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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442000-04-01-925862。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1月03日

2
2110-442000-04-

01-323977
坦洲镇

中山市坦洲镇中珠联围
中山段

坦洲镇碧道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3185
中发改坦洲招投标核准〔

2021〕3号

坦洲镇碧道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3185万元，建设碧道长度约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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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与游憩系统构建等
。

中山市坦洲镇水务事务中心：

　　报来“坦洲镇碧道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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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四、项目代码：2110-
442000-04-01-323977。　　

 &nbsp; &nbsp; &nbsp; &nbsp;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1月24日

3
2107-442000-04-

01-819616 东区
中山市东区中山市东区

博爱五路2号
中山市文化馆一层收回

空间改造
市级财政 其它 218

中发改招投标核准〔2021
〕6号

本项目改造部分面积约1228.59平
方米，在大楼一层新增群众文化综
合艺术展厅、综合活动厅、服务区
等场室进一步提升大楼设施的使用
效能和服务水平，夯实文化馆履行

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基础，促进文
化馆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山市文化馆：

　　报来“中山市文化馆一层收回空间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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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442000-04-01-819616。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1月04日

4
2111-442000-04-

01-771364
火炬开

发区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

边片区

火炬开发区火炬大道(置
业路至濠江路段）改造

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21739.26

中发改火炬招投标核准〔
2021〕4号

项目地址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
家边片区，道路全长1157.43m，

规划红线宽度42m，主线双向八车

道，下穿隧道段采用双向六车道。
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设计行车
速度50km/h。项目内容包括道路

、隧道、排水、照明、绿化、交通
工程及其它附属工程等。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土地房屋征
收中心）：

　　报来“火炬开发区火炬大道（置业路至濠江路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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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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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招标人组织招标时 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招标

2021年11月03日

5
2110-442000-04-

01-890847
火炬开

发区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联富

、六和、张家边、海滨
社区

中山火炬开发区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程（一
期）

镇级财政 其它 14024.16
中发改火炬招投标核准〔

2021〕5号

项目污水治理范围共包括13条自

然村，分别为濠一村、濠二村、濠
三村、上坡头村、下坡头村、园山
村、沙边村、泗门村、濠四村、五
星村、江尾头村、东利村与茂生村

。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埋地管
DN150~500共计约72.98km；新

建及改造DN100立管共计约

68.86km；现状房屋保护约

0.93km。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社区工作和社会事务局：

　　报来“中山火炬开发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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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项 代

2021年11月04日

6
2111-442000-04-

01-989814 石岐区
中山市石岐区南下三级

石11号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运动

场修缮工程
市级财政 其它 379.81

中发改招投标核准〔2021
〕7号

200米跑道、中场及周边区域基层

找平、面层升级改造；拆除场地外
围道牙、排水沟，并新建道牙及排
水沟；拆除原升旗台，新建舞台及
升旗台；东面篮球场、排球场改造
为网球场并安装围网及灯光照明；

同时完善场地排水设施等。本工程
改造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中介

投资估算为379.81万元。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报来“中山市杨仙逸中学运动场修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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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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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442000-04-01-989814。

2021年11月16日



7
2111-442000-04-

01-565536
火炬开
发区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
边社区、联富社区、中

山港社区

火炬开发区老旧小区排
水管网改造工程

镇级财政 其它 8235.39 中发改火炬招投标核准〔
2021〕6号

对火炬开发区87个小区进行排水

管网改造，改造主要内容包括：小
区内雨、污管道改造，增加雨、污

水管井，小区内污水总管就近接入
市政污水管等。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土地房屋征
收中心）：
　　报来“火炬开发区老旧小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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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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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11-442000-04-01-565536。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1月10日

8
2111-442000-04-

01-197223
翠亨新

区

中山市翠亨新区南朗街

道

中山翠亨新区香海路南
段堤防建设工程（粤港
澳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
工程—翠亨新区南朗东

部海堤段）

镇级财政 国有独资 310000
中发改翠亨招投标核准〔

2021〕1号

长度约17公里，采用路堤结合形

式。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给
排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
景观绿化工程、管线迁改（含电

力）及其他附属配套工程、海堤工
程、水闸，防浪墙堤身,防渗导渗

工程及堤内、外护堤及穿堤等工程
。

中山翠亨新区工程项目建设事务中心（广东中山翠亨国家湿
地公园管护中心）：

　　《关于申请中山翠亨新区香海路南段堤防建设工程（粤
港澳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翠亨新区南朗东部海堤段）

先行开展勘察/设计/监理招标工作的请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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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中山翠亨新区香海路南段堤防建设工程（粤港
澳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工程—翠亨新区南朗东部海堤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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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9
2110-442000-04-

01-391022
石岐区 中山市石岐区岐港片区

康景路（37号路）道路

工程（石岐段）
市级财政 其它 23039.32

中发改招投标核准〔2021
〕8号

项目起点于岐环路，终点至兴利
路，全长约2155m（其中康景路

下穿隧道长约1328m不纳入本项

目实施），规划红线宽32米，属

于城市主干道，建设内容包括道路
、桥涵、排水、路灯、交通、绿化

等，是联系石岐区、西区的重要交
通主干道。

中山市代建项目管理办公室：

　　报来“康景路（37号路）道路工程（石岐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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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投标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项目代码：2110-442000-04-01-391022。

　　附件：工程招标核准意见表

2021年11月19日

注：本信息统计时间以领证办结时间为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