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本表须附有关附件材料。附件材料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有资质证书正副本、

六、本表在填写时如需加页，一律使用A4（210mm×297mm）型纸。

企业章程、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资料、财务资料、代表性工程的合同及质量验收、安

册装订。

全评估资料、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资料及其它资料”的顺序分

五、本表中带□的位置，用√选择填写。

一、本表适用于建筑业企业申请资质及核定、换证、增项、升级和资质延续。

二、本表要求用计算机打印，不得涂改。

四、本表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除万元、百分数保留一位小数外，其余均为整数。

三、本表第一至第十一部分由企业填写。企业应如实逐项填写，不得有空项。



 1. 港口与航道工程 类别 壹级

本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首次申请□   增项□   升级√   重新核定□   延续□   跨省变更□   
吸收合并、企业合并（吸收合并及新设合并）□   企业全资子公司间重组分立□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分立□   企业外资退出□   资质换证□

设区的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资质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资质类别及批准时间：

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资质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资质类别及批准时间：

  1 证书编号:D235022196   贰级港口与航道工程资质（取得时间: 2013年09月30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发资质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资质类别及批准时间：



法定 代表人 王景阳 职务 总经理 职称 工程师

企 业 网址 电子信箱 minyanghangwu@163.com

联 系 电话 0595-28166851 传 真 0595-28186368

施工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

(闽)JZ安许证字[2014]000063 有效期至 2020年06月28日

总 工 程师 杨立保 职务 总工程师 职称 高级工程师

企 业 经理 陈月虾 职务 经理 职称 工程师

企业注册地址

南北三路东盛小区A幢209、210、211店面 邮政编号 362801

福建省省（自治区、直辖市）泉州市地区（市、州、盟）泉港区（区、市、旗）

企 业 名称 福建泉州闽阳航务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 业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建立时间 2005年10月2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913505057796436588 组织机构代码 913505057796436588

企业详细地址

云鹿路富临嘉园2-1901 邮政编号 362000

福建省省（自治区、直辖市）泉州市地区（市、州、盟）丰泽区（区、市、旗）

MOC
高亮

MOC
高亮

MOC
高亮



企业简历
福建泉州闽阳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0月26日，注册资金12368万元。公司主营航道工

程、港口与海岸工程，并逐步扩展向市政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河湖整治工程等方向发展。公司现具备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港口与海岸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航道工程专业承包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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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公司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等级一级认证。

公司现有工程技术管理人员181人，其中工程师以上职称人员68人，现场管理人员41人；公司拥有多
种专业化船舶和机械设备：耙吸式挖泥船“中昌浚16”、18m³抓斗式挖泥船“闽阳抓18”、6m³抓斗式挖泥
船“闽阳抓3”、1500m³泥驳船“闽阳驳2”、漂浮式炸礁船“闽阳12”等，装载机18台、挖掘机5台、自卸汽车
15台、压路机6台。

公司以“以质量求市场、以信誉求发展、追求持续改进、信守合同承诺”为宗旨争做优质工程，公司所
承接的工程，严格执行现行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地方标准、及相关操作规程。未出现过质量事故和
安全事故，屡次获得业主、主管部门嘉奖。



1 杨立保 本科 高级工程师 320703196312130517 港口与航道/港口与航
道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
工总承包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称 身份证号码 职称专业/学历专业 负责资质类别

MOC
高亮



工

作

简

历

1999年08月15日至2002年04月23日 在连云港建港指挥部技术负责人从事高级工程师

2002年05月04日至2011年10月18日 在连云港明达工程爆破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从事高级工程师

2011年10月19日至今 在福建泉州闽阳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从事高级工程师

1991年03月18日至1999年08月15日 在连云港建港指挥部工程管理从事工程师

1986年10月08日至1991年03月17日 在连云港建港指挥部技术员从事助理工程师

由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从事何工作、任何职

工程管理资历 29年 负责资质类别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职称 高级工程师 职称专业 港口与航道 执业资格

姓名 杨立保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年12月13日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1986年07月10日/河海大学/
港口与航道工程

最高学历 本科

身份证 320703196312130517 注册证书编号 照片

MOC
高亮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专业 级别 注册证书编号



序号 姓名 学历 职称 身份证号码 职业专业/学历专业 申报资质类别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岗位类别 岗位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技能等级 专业工种 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是否自有



3 闽阳12 工程船/宁德/2017/4/20 1 2994 1275.18 1154.03 从事水下钻
孔和爆破工
程

2 中昌浚16 自航耙吸挖泥船/舟
山/2010/12/13

1 19036 17113.8 15573.58

1 闽阳抓18 抓斗式挖泥船/日
本/1986/4/20

1 4273 2096 1718.12

序号
设备及仪器名

称
型号/产地/出厂日期

数量
(台)

功率
(千瓦) 原值 净值

价值(万元)

备注



5 泉州港围头
湾港区围头
作业区后方
堆场二期工
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沿海20万
平方米以
上港区堆
场工程

万平
方米

22.1 8900 8792.63 2017年01月
28日

2018年09
月27日

3 惠安县崇武
海洋产业融
合示范区护
岸及陆域形
成项目

港口与航道工
程

400万立
方米以上
吹填造地
工程

万立
方米

457.8 9667.85 9682.16 2016年11月
11日

2018年05
月24日

4 围头湾口深
水航道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5万立方
米以上水
下炸焦、
清礁工程

万立
方米

5.3 1555.03 1562.33 2016年12月
08日

2017年05
月16日

2 围头湾通海
航道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
程

500万立
方米以上
疏浚工程

万立
方米

540.8 9829.73 9829.73 2015年11月
28日

2017年04
月13日

1 泉州湾五万
吨级航道二
期工程（大
坠航道）

港口与航道工
程

沿海5万
吨级以上
航道

万吨
级

5 12544.78 12581.13 2014年12月
03日

2016年12
月10日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万元)

结算价格
(万元)

工程规模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1 开工时间 2014年12月03日 竣工时间 2016年12月10日

计划工期 730 实际工期 737 延误原因 极端天气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泉州市港口
管理局

联系人 蒋少怀 联系电话 0595-22550853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安全无事故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泉州市港口
管理局

联系人 蒋少怀 联系电话 0595-22550853

工程地址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惠安县县 东园镇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惠安县县 东园镇 起

工程名称 泉州湾五万吨级航道二期工程（大坠航道）

工程项目编码 0000000000000000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沿海5万吨级
以上航道

万吨级 5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12544.78万元 结算价 12581.13万元

项 合同编号 /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

项目经理 谢照生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闽135131309080

MOC
高亮

MOC
高亮



2 开工时间 2015年11月28日 竣工时间 2017年04月13日

计划工期 480 实际工期 435 延误原因 /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泉州市港口
管理局

联系人 蒋少怀 联系电话 0595-22550853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安全无事故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泉州市港口
管理局

联系人 蒋少怀 联系电话 0595-22550853

工程地址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南安市县 石井镇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南安市县 石井镇 起

工程名称 围头湾通海航道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0000000000000000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500万立方米
以上疏浚工
程

万立方米 540.8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9829.73万元 结算价 9829.73万元

项 合同编号 /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

项目经理 王睿迥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闽135090903928

3 开工时间 2016年11月11日 竣工时间 2018年05月24日

计划工期 540 实际工期 590 延误原因 养殖拆迁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惠安县崇武
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 陈晓惠 联系电话 13400825137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安全无事故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惠安县崇武
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 陈晓惠 联系电话 13400825137

工程地址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惠安县县 崇武镇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惠安县县 崇武镇 起

工程名称 惠安县崇武海洋产业融合示范区护岸及陆域形成项目

工程项目编码 0000000000000000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400万立方米
以上吹填造
地工程

万立方米 457.8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9667.85万元 结算价 9682.16万元

项 合同编号 /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

项目经理 谢照生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闽135131309080

MOC
高亮

MOC
高亮

MOC
高亮

MOC
高亮



4 开工时间 2016年12月08日 竣工时间 2017年05月16日

计划工期 200 实际工期 160 延误原因 /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泉州市港口
管理局

联系人 蒋少怀 联系电话 0595-22550853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安全无事故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泉州市港口
管理局

联系人 蒋少怀 联系电话 0595-22550853

工程地址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晋江市县 金井镇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晋江市县 金井镇 起

工程名称 围头湾口深水航道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0000000000000000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5万立方米以
上水下炸
焦、清礁工
程

万立方米 5.3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1555.03万元 结算价 1562.33万元

项 合同编号 /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

项目经理 王睿迥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闽135090903928

MOC
高亮

MOC
高亮



5 开工时间 2017年01月28日 竣工时间 2018年09月27日

计划工期 485 实际工期 605 延误原因 甲供设备到货延误

之 工程承包方式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工程总承包 □其他
（需说明）：

施工组织方式 √自行施工 □专业分包 □劳务分包

验收单位 晋江太平洋
港口发展有
限公司

联系人 蔡忠瑄 联系电话 13860756565

其他说明： 无

质量评定 合格 安全评价 安全无事故 获奖情况 无

建设单位 晋江太平洋
港口发展有
限公司

联系人 蔡忠瑄 联系电话 13860756565

工程地址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晋江市县 金井镇

或工程起始地址
（线性工程填写）

至 省 市 县 止

自 福建省省泉州市市晋江市县 金井镇 起

工程名称 泉州港围头湾港区围头作业区后方堆场二期工程

工程项目编码 0000000000000000

目

工程规模

港口与航
道工程

沿海20万平
方米以上港
区堆场工程

万平方米 22.1

工程类别 技术指标 单位 数量

合同价 8900万元 结算价 8792.63万元

项 合同编号 / 施工许可证号或开工报告批准文号 /

项目经理 傅铭泉 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 闽135051410244

MOC
高亮

MOC
高亮





1. 企业名称：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全称。

请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

4. 营业执照注册号：按工商营业执照的内容填写。

5.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按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填写，含校验码。

2. 企业注册地址：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3. 企业详细地址：填写本企业经营常驻地的地址，用全称或规范简称填写。

4 企业申请资质类别和等级：填写企业本次申请资质情况。

1 申报企业名称：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全称，并加盖企业公章。

2 填报日期：按本表报送时间填写。

2 批准时间：指本企业此次申请资质前每一项原资质等级所批准的时间，首次申请企业不填写。

3 现有资质证书编号：指本企业此次申请资质前的现有资质证书号码。首次申请企业不填写。

1 现有资质等级：指本企业此次申请资质前的原资质等级。首次申请企业不填写。

6. 企业类型：或称经济性质，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1 注册资本：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3 现场管理人员：按本企业申报前拥有的取得岗位证书的现场管理人员数量填写。

4 技术工人：按企业申报前拥有的自有技术工人数和全资或控股公司技术工人数量填写。

4 流动资产：指本企业可以在一年或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耗用的资产。按本报告期期末财务
报告数据填写。

5 负债总额：指本企业全部资产总额中，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按本报告
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2 资产总额：指本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它权利。按本报
告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3 固定资产：指本企业使用期超过一年的房屋及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设备、器具、工具等。按本报告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2 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人数：按企业申报前拥有的工程序列中级以上人数填写。

9. 传真：填写本企业经营常驻地的传真号码。

10. 企业网址：按本企业在互联网上注册的网络地址全称填写。

7. 建立时间：或称成立时间，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8. 联系电话：填写本企业经营常驻地行政办公室电话号码。

1 注册人员人数：按本企业申报前拥有的各类注册人数填写。

11. 电子邮箱：按本企业在互联网上注册的常用电子邮箱全称填写。

12. 法定代表人：按工商营业执照内容填写。



只填写申报所需有职称人员，由高级到中级依次填写。

只填报申报所需现场管理人员，按照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机械员、资料员、造价员、劳务员、测
量员、试验员顺序填写。

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并由本人签名。

只填报申报所需注册建造师，按照一、二级顺序填写。

填写申报资质所需技术工人名单，注明是否为企业自有技术工人，其中全资或控股企业拥有的技术工人
填写“否”，非本企业自有、全资或控股企业拥有的技术工人不得填在本表之中。

11 外商资本：指外国投资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
写。须注明外资方所在国家或地区。

10 港澳台商资本：指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投资者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须注明港澳台资本出资方所在地区。

1 机械设备总台数：指归本企业所有，属于本企业固定资产的生产性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它包括施工机
械、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其他设备。按本企业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台帐据实填写。

设备

7 国有资本：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者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

6 净资产：又称所有者权益，指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净资产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
债后的余额。按本报告期期末财务报告数据填写。

9 个人资本：指社会个人或者企业内部职工以个人合法财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

8 法人资本：指其它法人单位以其依法可以支配的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金。按本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章程有关内容填写。

2 机械设备总功率：指本企业自有施工机械、生产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其他设备等列为在册固定资产的生
产性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按能力或查定能力计算，包括机械本身的动力和为该机械服务的单独动力设
备，如电动机等。计量单位用千瓦，动力换算按：1马力＝0．735千瓦折合成千瓦数。电焊机、变压
器、锅炉不计算动力。

填写企业的基本情况、发展演变过程（含企业名称变更、分立合并等情况）、主要工程业绩等。

按照企业所申报资质填写，其中负责资质类别是指该技术负责人作为该项资质的技术负责人申报。

4 机械设备净值：指企业自有机械设备经过使用、磨损后实际存在的价值，即原值减去累计折旧后的净
值。按本企业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台帐据实填写。

3 机械设备原值：指企业自有机械设备的购置价。按本企业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台帐据实填写。

6 技术装备率：又称技术装备系数或技术装备程度。
技术装备率＝机械设备净值÷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元／人）

5 动力装备率：又称动力装备系数或动力装备程度。
动力装备率＝机械设备总功率÷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千瓦／人）



1 工程名称：按工程承包合同名称填写。

3 工程地址：详细填写工程地址，须明确工程所在街道及门牌号；其中线性工程须填写工程起始和终点详
细地址。

2 工程类别：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有关规定分类后填写。

填写企业自有技术设备情况。

填写企业完成的主要工程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