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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  4大运营基地  |  322家服务保障网点  |  6大产品线  |  120000服务客户  |  260亿资产规模  |

ABOUT US

远东宏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宏信”)是一家横跨金融和产业的综合集团，以“汇聚全球资源、助力产业发展”为使

命，于2011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3360.HK。公司多年来引领行业发展，蝉联 《财富》中国500强、《福

布斯》全球2000强。

远东宏信专注于中国基础产业，在城市公用、医疗健康、文化旅游、工程建设、机械制造、化工医药、电子信息、民生消

费、交通物流等领域，提供融资租赁、普惠金融、商业保理、资产业务、股权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海外业务等综合金融

服务；同时开展医院运营、健康养老、设备运营、教育等产业运营服务。

远东宏信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在上海和天津设立业务运营中心，全国近30个核心城市设立办事处，多家下属机构布局广泛，形成

辐射全国的业务网络，员工超2万人。公司资产规模超3000亿元，服务客户超2万家，向实体经济累计投放资金超万亿元。

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宏信建发”）是远东宏信（03360.HK）旗下设立的设备综合运营服务商，以建设、施工

类设备及材料为基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功能、多方位、全周期的综合服务，通过多产品线的布局，覆盖全国的运营网

络及复合经营能力，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宏信建发拥有新型支护系统、新型模架系统、高空作业平台及其他设备，如道路设备、电力设备及叉车。资产总额超260

亿元。面向市政建设、房屋建设、交通建设、船舶海工、通用制造、绿色能源、仓储物流、文化艺术、商业娱乐等建设领

域，为客户提供设备运营综合服务。

宏信建发总部位于天津，在上海嘉定、上海金山、天津武清、广州南沙设有4大运营基地，并通过辐射全国的服务保障网

点形成运营服务网络。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等企业出海战略，宏信建发稳步拓展海外业务布局，不断提升

国际化水平，增强全球竞争力。公司自2011年成立至今已发展成为全球租赁公司排名第14（IRN100）的企业。宏信建发

始终坚持“致力于成为值得信赖的设备运营服务商”的愿景，引领行业发展，助动中国建设，共享和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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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

宏信建发道路工程，致力于为各等级公路、市政道路、大型场

道园区道路、提供水稳沥青路面包工包料施工、铣刨清扫服务。

以专业化的施工管理能力，标准化的施工作业能力，强大的资

金履约能力，为客户提供品质交付。

道路工程以华中、华东、华南为主要经营区域、聚焦长三角、

珠三角、长江中下游、成渝经济圈、在全国范围内为央企类总

包客户提供路面专业工程服务。

百余人

施工技术团队

6500余个

工程项目

2000多家

服务客户

200多台

自有施工设备

道路工程
ROAD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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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工程

产品中心
PRODUCT CENTER

专业分包
宏信建发道路工程致力于为各等级公路、市政道路、场道园区道路，提供路面包工包料施

工服务；我们以专业化的施工管理、标准化的施工作业，为客户交付品质路面工程。

我司围绕项目闭环管理，以“工匠精神”全方面保障施工质量，助力实现优质交付。严格

对原材料实现品质管控，根据设计方案对各项目建立定制化配合比及施工作业任务，满足

不同类型路面的客户需求。根据施工组织方案严格落实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的

标准化过程管理。

根据项目要求，定期检验材料资料、技术资料、试验复验资料及现场质量记录等，保证资

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保障工程验收和竣工交付。

铣刨清扫
宏信建发道路工程已有专业的铣刨团队，为客户提供

高速公路养护铣刨、市政道路养护铣刨、国省道翻新

拓宽铣刨、市政道路水泥路面白改黑拉毛铣刨、沥青

路面拉毛加铺等专业铣刨服务。

多种合作方式

按时间计价（台班、按月）、按方量计价（平方、立方、吨位）；设备分布各省市，

随时满足使用需求；并配备专业的操作团队、专业的维修团队，24小时为您服务。

响应快 价格优 服务好



助动中国建设 共享和谐成长
ASSISTING CHINA’S CONSTRUCTION   SHARING THE  HARMONIOUS GROWTH

07 08

ROAD EQUIPMENT
道路工程

项目案例
PROJECT CASE

厦门天马科技园项目
客户名称：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大型场道园区

项目地点：福建厦门

渝黔高速公路项目
客户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国省道

项目地点：重庆

项目高达                                       以上6000+

2011-2022年道路工程业务覆盖全国

对高等级公路、市政道路、国省道、园区场道等路面施工业务



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客户名称：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主干道

项目地点：广东广州

绍兴市越东路及南延段智慧快速路工程
客户名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快速路

项目地点：浙江绍兴

助动中国建设 共享和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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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EQUIPMENT
道路工程

杭州市艮山东路过江隧道项目
客户名称：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快速路

项目地点：浙江杭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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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EQUIPMENT
道路工程

成雅快速路工程
客户名称：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类型：国省道

项目地点：四川成都

11

国道310郑州西南段改建工程
客户名称：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国省道

项目地点：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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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EQUIPMENT
道路工程

13

金简黄快速路工程
客户名称：中交二航局成都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快速路

项目地点：四川成都

响水不锈钢交易市场施工项目
客户名称：中交三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大型场道园区

项目地点：江苏盐城

镇海至萧山公路萧山南阳至钱塘钱塘新区工程
客户名称：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国省道

项目地点：浙江杭州

国道G105线中山沙朗至古鹤段改建工程
客户名称：中铁大桥局第九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主干道

项目地点：广东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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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EQUIPMENT
道路工程

15

蒲丹快速路（S401蒲江绕城段）新建工程
客户名称：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快速路

项目地点：四川成都

杭州下沙路与12号路提升改造工程
客户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快速路

项目地点：浙江杭州

江东大道提升改造工程
客户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快速路

项目地点：浙江杭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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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西路提升改造项目
客户名称：中铁四局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城市主干道

项目地点：浙江杭州

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程飞行区场道工程
客户名称：北京中航空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大型场道园区

项目地点：湖北鄂州

项目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

广东省中山市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

河南省郑州市

河南省洛阳市

河南省洛阳市

湖北省鄂州市

湖北省武汉市

江苏省盐城市

 江苏省南京市 

江西省赣州市

江西省南昌市

江西省赣州市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绍兴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温州市

浙江省温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萧山市

浙江省绍兴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

项目类型

大型场道园区

国省道

城市主干道

国省道

城市主干道

国省道

城市主干道

国省道

大型场道园区

城市主干道

大型场道园区

市场主干道

普通市政道路

普通市政道路

普通市政道路

普通市政道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快速路

普通市政道路

普通市政道路

普通市政道路

城市主干道

城市主干道

城市主干道

国省道

国省道

普通市政道路

农村公路

城市主干道

国省道

城市快速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快速路

客户名称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第九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

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分公司

北京中航空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濂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三公司市政分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二航局成都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四川省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大江东城市设施管养有限公司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八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项目

国道G105线中山沙朗至古鹤段改建工程

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三沙公路市政化改造及周边环境提升工程

中铁隧道局灵新大道改扩建工程总承包项目

国道310线郑州西南段改建工程SG03标段

洛阳市伊滨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

伊川县伊龙大道新建工程

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程飞行区场道工程

新武金堤路

响水不锈钢交易市场施工项目

南部新城中片区机场大道

于都北站站前广场及配套工程

南昌经开区污水系统提质增效一期PPP项目

于都县 2020 年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

新尚天地配套道路项目

金简黄快速路北延段项目

蒲丹快速路（S401蒲江绕城段）新建工程

改造提升西华大学体育馆项目

天府新区第八幼儿园

洪柳三期B安置房周边道路及排水项目

蒲江县高铁新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杭州西站枢纽站东进出站通道项目

杭州下沙二号大街德胜辅路文海南路路面提升项目

杭绍台高速公路绍兴金华段项目

镇海至萧山公路工程项目

洞头区新城二期市政道路海韵大道

龙港市中部未来乡村项目

文一西路提升改造工程二标段（EPC）项目

03省道东复线高架南延工程第1标段

绍兴市越东路及南延段智慧快速路工程2标段

杭州下沙路PPP项目

杭州下沙路与12号路项目

杭州市艮山东路过江隧道项目

江东大道提升改造工程及地下综合管廊



道路施工资质类别及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施工劳务企业资质劳务分包不分级

本 件 生 成 日 期 ：   2021年03月08日16:59

企业最新信息可通过微信服务号“上海建筑业”扫描二维码查询。

企 业 名 称：

法定代表人：

经 济 性 质：

有 效 期：

注 册 资 本：

证 书 编 号：

注 册 地 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注册号

资质类别及等级：

：

上海宏信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章春雨

至2025年11月05日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310114579116386T 

371298.4400万人民币

D231242582 

上海市嘉定区汇旺路1815号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
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施工劳务企业资质劳务分
包不分级

合作客户
COOPERATIVE CUSTOMERS

荣誉资质
HONOR AND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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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部分客户，排名不分先后



项目团队
PROJECT TEAM

服务保障
SERVICE ASSURANCE

公司拥有完备的施工人才管理体系及技术考核制度，目前在职建造师、中高级职称、优秀项目管理人员、施工人员、测量人员、安全人员

累计达到200余人，并多维度进行岗位专业度评定，从测量、材料、安全、施工、设备操作等方面设立严格的等级考核规则，培养满足施

工需要的专业人才， 为项目施工进展做好有力保障。

专业的维修人员驻场服务，从调试检测、定期保养、事故维修等多方面实现设备健康运作，缩短设备维护时间，保障施工顺利进行。

助动中国建设 共享和谐成长
ASSISTING CHINA’S CONSTRUCTION   SHARING THE  HARMONIOUS GROWTHROAD EQUIPMENT

道路工程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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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络
SERVICE NETWORK

南        海

天津

济南

武汉

郑州

成都

南京

杭州
上海

宁波

厦门

广州

南昌

合肥

快捷、高效、专业的施工团队

以客户需求为指引，通过高效的项目施工专业服务，帮助客户节约成本，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助动中国建设 共享和谐成长
ASSISTING CHINA’S CONSTRUCTION   SHARING THE  HARMONIOUS GROWTHROAD EQUIPMENT

道路工程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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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专业铸就信赖，合作创造价值

客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我们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精研技术，聚焦中国建设领域专业客户，努力提升客户满意度。

我们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奋斗不息，持续不断的自我突破，激流勇进。

我们引领未来，携手前行，共同成长，用精益服务创造价值，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