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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建招〔2022〕1号 

 

关于对 2021 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 
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鹤洲新区筹备组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加强招投标领域事中、事后监

管，根据《关于开展 2021 年下半年全市公开招标工程建设项目中

标后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至

12 月 31 日组织市建筑业协会、市建设监理协会、市勘察设计协

会开展 2021 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工

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从全市在建公开招标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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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抽查部分异议投诉项目、市（区）重点投资建设项目、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日常管理中发现存在问题的项

目、上期检查“继续跟踪”的项目中确定了 26个抽查项目。其中，

勘察和设计项目 11个（房屋建筑项目 7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4

个），施工和监理项目 15个（房屋建筑项目 11个，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 4个），中标单位共 48家。 

本次共有 8 个项目 12 家中标单位尚处于准备阶段（勘察设

计项目 5个，施工监理项目 3个），专家组不予评分。其他项目中

标单位专家评分情况如下：60分以下中标单位 0个；60-79 分基

本合格的 9个，占 25.00%；80-89 分合格的单位 16个，占 44.44%；

90 分以上的中标单位 11个，占 30.56%。 
评分统计表 

序号 得分 单位数 占比 

1 60 分以下（不合格） 0 0.00% 

2 60-79 分（基本合格） 9 25.00% 

3 80-89 分（合格） 16 44.44% 
4 90 分以上 11 30.56% 

合计 36 100.00% 

二、存在问题 

从检查情况看（详见附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合同关键性条款的约定违背招标文件的规定和投标文

件的承诺，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 

（二）部分合同单位管理人员配备达不到投标承诺和合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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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数，项目管理人员不在岗。 

（三）部分项目人员已变更，施工组织方案或监理规划中部

分管理人员已更换或调整，但未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存

在现场管理人员与投标承诺和合同约定不一致等问题。 

（四）被责令修改一般性条文的单位有 8个，占有效评分单

位的 22.22%。 

（五）被质监站或安全事务中心下发整改通知的单位有 14

个，占有效评分单位的 38.89%，且存在部分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

审批回复的问题。 

（六）部分项目未能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履约保函，或履约

担保已失效。其中未能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履约保函的单位有 14

个，占检查项目 38.89%。 

（七）有17个单位存在工期进度滞后，占检查项目的47.22%。 

三、处理情况 

（一）对检查综合得分 90 分以上的单位记为优秀，给予诚

信奖励 10分。 

（二）对检查中现场人员配备不齐、人员与投标承诺和合同

约定不一致，未按约定办理人员变更手续的单位，或违反设计标

准一般性条款的，将按照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在珠海市建设业

务管理系统中进行扣分。 

（三）对检查未达到 90 分的所有单位要求整改，个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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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的单位纳入下次重点抽查范围。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工程项目现场关键

岗位管理人员实名制管理，对实名制系统录入的项目管理人员与

投标承诺不一致的或出勤率不高、涉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项目加

大现场检查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纳入企业不良信

用评价。 

（二）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对检查存在问题清单较

多，以及专家评分 80分以下的项目加大检查频率，纳入日常重点

监督管理，坚决遏制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预防

拖欠工程款和欠薪隐患。 

（三）我局已联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发建设工程交易系

统标后合同履约管理功能，各建设单位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各

中标单位开展履约评价，结束后及时将履约评价信息录入珠海市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履约评价结果将纳入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管理，

实现信息共享，作为各招标单位择优的重要依据。 

（四）请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勘察设计单位

高度重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本建设程序规定，严格履行

投标承诺和合同约定，规范对施工、监理、勘察设计项目现场在

岗人员的管理，共同维护我市建筑市场的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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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1 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

检查情况一览表 

2．2021 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

检查存在问题清单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3月 15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 年 3月 15 日印发 



附件1：

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情况一览表

组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类型 中标单位 专家评分 处理情况 备注

勘察设计
组

1
珠海市救助管理站迁建暨市救助安置中心
建设项目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勘察  
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00  优秀

2
珠海市救助管理站迁建暨市救助安置中心
建设项目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100  优秀

3
珠海中信生态环保产业园厨余垃圾处理一
期工程设计

珠海市海宜洁源餐厨垃圾处置有限公
司

设计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99.5  优秀

4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
文化街区项目

珠海城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勘察  广东省珠海工程勘察院 98.5  优秀

5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 广州筑鼎建筑与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8.5  优秀

6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设计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7  优秀

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理工综合体建设项
目﹙一标段﹚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勘察  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 96  优秀

8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
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
（二标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设计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94.5  优秀

9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勘察  陕西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91.5  优秀

10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理工综合体建设项
目﹙一标段﹚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设计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9 要求整改 

11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勘察  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1.5 要求整改 

12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
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
（二标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勘察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76.5 要求整改 

13
金湾区公共租赁住房及人才公寓项目勘察
设计

珠海市金湾区联港基础投资有限公司

勘察  广东省珠海工程勘察院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正式立项，不具备评分
条件。

14 设计 珠海艺蓁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办理审图合格证，不具
备评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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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情况一览表

组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类型 中标单位 专家评分 处理情况 备注

勘察设计
组

15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
文化街区项目

珠海城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完成施工图设计，不具
备评分条件。

16 电厂路山体截洪沟工程勘察设计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政府投资建设工程

管理中心
勘察  核工业衡阳第二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项目已暂停，不具备评分
条件。

17 京珠西邻里中心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 珠海市高新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项目处于方案初期阶段，
不具备评分条件。

18
鸿都酒店更新改造项目建筑概念及方案、
施工图设计（第二次）

珠海市正方泰和投资有限公司 设计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主办方)，凯达环球

（亚洲）有限公司（AEDASASIALIMITED）
(成员方)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项目处于方案初期阶段，
不具备评分条件。

施工监理
组

19 勤政公寓项目地下室及主体工程总承包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

公司
施工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5  优秀

20 珠海中心粮库（二期）-仓储区建安工程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施工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0  优秀

21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
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
（二标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施工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6.5 要求整改 

22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珠海华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5 要求整改 

23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施工总承
包工程

珠海九控房地产有限公司 施工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85 要求整改 

24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
湾三路）

珠海汇华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监理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5 要求整改 

25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
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
（一标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监理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85 要求整改 

26
大横琴山森林防火通道及防火基础设施项
目（一期）施工总承包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森茂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5 要求整改 

27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施工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82.5 要求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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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情况一览表

组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类型 中标单位 专家评分 处理情况 备注

施工监理
组

28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
文化街区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城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80 要求整改 

29
珠海传媒集团文化综合体项目主体工程施
工总承包

珠海格力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80 要求整改 

30
大横琴山森林防火通道及防火基础设施项
目（一期）施工总承包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80 要求整改  

31 珠海中心粮库（二期）-仓储区建安工程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监理  广东建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0 要求整改 

32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监理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80 要求整改  

33
珠海传媒集团文化综合体项目主体工程施
工总承包

珠海格力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珠海天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0 要求整改 

34 勤政公寓项目地下室及主体工程总承包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建设控股有限

公司
监理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80 要求整改 

35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
湾三路）

珠海汇华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78 要求整改 

36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
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
（一标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施工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5 要求整改 

37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施工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75 要求整改 

38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
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
（二标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市富山工业园投资促进中心（珠
海市富山工业园行政服务中心）

监理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75 要求整改  

39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珠海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监理  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75 要求整改 

40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施工总承
包工程

珠海九控房地产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75 要求整改  

41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
文化街区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珠海城扬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监理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70 要求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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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情况一览表

组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类型 中标单位 专家评分 处理情况 备注

施工监理
组

42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珠海华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0 要求整改  

43

家和湾花园G区四期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 广东家和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施工  中深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下达开工令，现场未施
工，不具备评分条件。

44 监理  珠海天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下达开工令，现场未施
工，不具备评分条件。

45
珠海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一期工程（一
标段）

珠海航城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方)，中

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成员方)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现场
未开工，不具备评分条件
。

46 监理  中航工程监理（北京）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现场
未开工，不具备评分条件
。

47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理工综合体建设项
目﹙一标段﹚施工总承包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施工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下达开工令，现场未施
工，不具备评分条件。

48 监理  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不评分 继续跟踪检查
未下达开工令，现场未施
工，不具备评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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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存在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问题 中标单位 类别 项目名称 备注

1
（一）合同关键性条款的约定违背招标文
件的规定和投标文件的承诺，未在规定时
间内签订合同。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湾三路）

2

（二）部分合同单位管理人员配备达不到
投标承诺和合同约定人数，项目管理人员

不在岗。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3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一标段）

4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5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6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湾三路）

7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工程

8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9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10 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11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12

（三）部分项目人员已变更，施工组织方
案或监理规划中部分管理人员已更换或调
整，但未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存
在现场管理人员与投标承诺和合同约定不

一致等问题。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13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湾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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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存在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问题 中标单位 类别 项目名称 备注

14
（三）部分项目人员已变更，施工组织方
案或监理规划中部分管理人员已更换或调
整，但未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存
在现场管理人员与投标承诺和合同约定不

一致等问题。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15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一标段）

16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17 珠海天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传媒集团文化综合体项目主体工程

18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19

（四）存在被责令修改一般性条文问题

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20 广东省珠海工程勘察院 勘察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21 陕西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察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

22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23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24 广州筑鼎建筑与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

25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理工综合体建设项目﹙一标段﹚

26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珠海中信生态环保产业园厨余垃圾处理一期工程

27

（五）被质监站或安全事务中心下发整改
通知，且存在部分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审

批回复的问题。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28 河北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中心粮库（二期）-仓储区建安工程

第 2 页，共 5 页



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存在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问题 中标单位 类别 项目名称 备注

29

（五）被质监站或安全事务中心下发整改
通知，且存在部分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审

批回复的问题。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30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湾三路）

31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32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传媒集团文化综合体项目主体工程

33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34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 大横琴山森林防火通道及防火基础设施项目（一期）

35 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36 广东建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中心粮库（二期）-仓储区建安工程

37 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湾三路）

38 珠海天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传媒集团文化综合体项目主体工程

39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40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工程

41

（六）部分项目未能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
履约保函，或履约担保已失效。

河南省地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42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勘察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43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设计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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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存在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问题 中标单位 类别 项目名称 备注

44

（六）部分项目未能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
履约保函，或履约担保已失效。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理工综合体建设项目﹙一标段﹚

45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46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47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一标段）

48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49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高栏港石化区市政公用设施一期工程（平湾三路）

50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工程

51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52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斗门区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及斗门区十方汇文化街区项目

53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工程

54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勤政公寓项目地下室及主体工程

55

（七）部分项目存在工期进度滞后

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 勘察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理工综合体建设项目﹙一标段﹚

56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勘察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57 广州市第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58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富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
管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一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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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下半年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中标后跟踪监督检查存在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问题 中标单位 类别 项目名称 备注

59

（七）部分项目存在工期进度滞后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60 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珠海传媒集团文化综合体项目主体工程

61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62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工程

63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施工 大横琴山森林防火通道及防火基础设施项目（一期）

64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勤政公寓项目地下室及主体工程

65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山工业园污水系统三年攻坚实施工程—排水管网病害修复及管
网系统填空白工程（二标段）

66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富山水质净化厂提标改造工程

67 广东省城规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珠海市田家炳中学改扩建工程（二期）

68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土木工程学院楼项目

69 珠海市城市开发监理有限公司 监理 翠湖香山国际花园地块一9期酒店工程

70 珠海森茂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大横琴山森林防火通道及防火基础设施项目（一期）

71 珠海兴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监理 勤政公寓项目地下室及主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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