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航空航天零部件厂

-业主：越南环球合金有限公司

-地址：岘港高科技园区A9地段

-总面积：170.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7.496平方米

-工期：（2019.4~2020.1）

3月29日开工3月29日开工   4月30日完成场地整平   8月15日安装设

备   10月15日调试   12月31日完工   1月30日发第一批

货物。

-工作范围：设计与施工总承包

-该项目通过组装预制混凝土组件来应用最佳的设计和建



      阳光航空航天零部件厂

-业主：越南环球合金有限公司

-地址：岘港高科技园区A9地段

-总面积：170.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7.496平方米

-工期：（2019.4~2020.1）



     越南贝卡尔特的钢丝和钢帘线制造工厂

-业主：越南贝卡尔特有限公司

-地址：越南广义省山净县净寿乡VSIP工业园区02路07号

 -总面积：400,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7,496平方米

-工期：2019.9-2020.4

-工作范围：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工作范围：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越南格罗茨-贝克特公司一期工厂

       格罗茨-贝克特是全球领先的工业机针供应商

-业主：格罗茨-贝克特越南有限公司

-地址：广南省爱义镇大安工业园区

-总面积：160,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

-工期-工期：2009.4-2010.4

-工作范围：设计施工总承包



     越南格罗茨-贝克特公司二期工厂

     格罗茨-贝克特是全球领先的工业机针供应商

-业主：格罗茨-贝克特越南有限公司

-地址：广南省爱义镇大安工业园区

-总面积：160,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4,000平方米

-工期：-工期：2019.2-2020.6

-工作范围：设计施工总承包



蓉橘海派家具制造工厂东厂区 (东地块)

-业主：越南快乐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越南广义省山净县VSIP工业园区 2A路1A号

-总面积：80,218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8,123平方米

-工期：2019.06-2020.01

-工作范围：设计施工总承包

蓉橘海派家具制造工厂西厂区 (西地块)

-业主：越南快乐家具有限公司

-地址：越南广义省山净县VSIP工业园区 友谊大街5号

-总面积：97,59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3,793平方米

-工期：2019.06-2020.01

-工作范围：设计施工总承包

- - 此工程采用预铸混凝土结构组装







      MAPPLETREE LOGISTICS PARK – 五期工程

业主：Mapletree Logistics Park （越南）有限公司
地址：平阳省土木龙市和富坊越新工业园区造力第五路18L2-4号
项目用地面积：11.3工期
工程建筑面积：58,767m²；景观面积：22,730m²；内部道路
31,538m2
工期：12/2019 - 10/2020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总承包



      （越南）MAPLETREE物流园有限公司六期工程













      高露洁棕榄牙刷制造厂

-所有者：高露洁棕榄越南有限公司
-地址：越南平阳省My Phuoc 3 IZ
-总面积：140,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
-工期：2010.10-2011.06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承包商
-工程符合LEED SLIVER标准



      阿曼缝制机厂

-业主：Amann Vietnam Co.，Ltd
-地址：越南广南省三祁乡三升工业园区
-总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
-工期：2018.6-2019.01
-工作范围：设计施工总承包

- 业主：NIPPON（越南）涂料公司
- 地址：岘港市联招区和庆工业园区14B与10B路
- 项目用地总面积：25,000m2
- 工程建筑面积：18,000m2
- 工期：2019.4~2019.8
- 工作范围：作为TODA（越南）有限公司的分包商

      NIPPON物流仓库



    喜力越南啤酒厂– 岘港分厂

-业主：喜力越南啤港有限公司酒岘分厂
-地址：岘港连照市和庆工业园区6号路
-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
-工期：2017.12-2018.07
-工作范围：施工承包商

前江越南HEINEKEN啤酒工厂 
   
- 业主：前江越南HEINEKEN啤酒公司
- 地址：前江美诗市美诗工业园区5号路
- 工期：2018.04~2018.09
- 总建筑面积：5,600m2
- - 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越南日产- TCIE汽车装配厂

-业主：越南Tanchong工业设备有限公司（TCIE）
-地址：岘港市和庆工业园区05号路U8地段
-总面积：129,5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
-工期：2011.6-2012.8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里奥广南纺纱厂

-业主：里奥广南纺纱有限公司
-地址：广南省维川县西安工业园区4.2座
-总面积：45,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
-工期：2015.7-2015.12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利拉特斯零件制造厂

-业主：越南利拉特斯有限公司
-地址：广南省电盘县电南电玉工业园区18座
-总面积：10,605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8,700平方米
-工期：2017.09-2018.04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设计施工总承包



      世纪纺纱厂

 
- 总面积：30,000m2
- 工作范围：厂房、办公室、内部道路、
附属工程施工 
- 工期：2014.05~2015.02
- 业主：- 业主：世纪纺纱公司分公司 
- 地址：西宁省展盘工业园区

      头顿HANACANS罐头制造工厂 

- 业主：HANACANS股份公司 

- 地址：越南巴地头顿省富美县级市美春坊美春 B1-进雄工业园区 

- 建筑面积：74,176m2 

- 工期：2019.08.07~2020.3.31 

- 工作范围：土建承包商



      RADIAL 轮胎制造工厂

-业主：岘港相交股份公司（DRC）
-地址：岘港市联招工业园区G座
-总面积：102,400平方米
-建筑面积：69,300平方米
-工期：2011.05-2012.09
工作进度：工作进度：施工总承包

      ADIVA药品（保健品）工厂

- 业主：越南陈全发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平阳省滨吉县级市第二美福工业园区NA1路
F-C6-CN座
- 工期：2019.04~2019.08
-- 总建筑面积：4,000m2（建筑厂房、仓库、办公室、水
池、MEP等）
- 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 工程特殊因素：满足GMP-WHO标准的D级清洁室（相
当于100,000级）



      TOKAI公司越南工厂

-业主：越南TOKAI有限公司
-地址：越南岘港市和琴工业园区2号路
- 建筑面积：10,200平方米
-工期：9个月 (2012.06-2013.03)
-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SASAKI SHOKO越南工厂

-业主：SASAKI SHOKO （越南）有限公司
-地址：广南省电盘县电南电玉工业园区17座
-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工期：２015.06-2015.11
-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奥尼欧服装厂

-业主：奥尼欧服装有限公司
 -地址：广南省升平县荷蓝得市工业园区
-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
-工期：2015.05-2015.10
-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HANACANS 罐子制造工厂

-业主：HANACANS股份公司
-地址：广南省电盘县电南电玉工业园区15座
-建筑面积：14,000平凡米
-工期：2017.06-2018.03
-工作范围：施工承包商



      FUJIKURA公司工厂

-业主：日本FUJIKURA（越南）集团
-地址：岘港市锦丽区和琴工业园区2号路
-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
-工期：2008.02~2008.11
-工作范围：施工承包商

     越南 GAPADENT 牙科医疗专用品工厂

- 业主： 越南GAPADENT 有限公司
- 地址：广南省升萍县萍复镇荷兰工业区
-项目面积：20.000平米
- 建筑面积：3906平米
-工期： 2020年4月- 2020年9月
- 工作范围：- 工作范围：设计与施工总包单位

      GIFT BY DESIGN工厂

-业主：GIFT BY DESIGN有限公司
-地址：广南省升平县荷蓝得市工业园区
-建筑面积：5,770平方米
-工期：2016.04-2016.12
-工作范围：施工承包

      东亚钢板工厂

-业主：东亚钢板股份公司
-地址：越南平阳省土龙木市同安2工业园区A3座
-建筑面积：15,575平方米
-工期：2016.12-2017.07
-工作范围：施工承包商





      HIYORI GARDEN TOWER高端公寓区
-业主：岘港Sun Frontier有限公司
-地址：岘港市山茶区武元甲路
-建筑面积：34,100m2，地上28层，2个地下室，312户
-工期：2017.03.2019.12
-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ALA CARTE公寓酒店
 
-业主：升龙航空服务股份公司（TESECO)
-地址：岘港市山茶区黄沙路
-建筑面积：20,079m2
-工期：2011.12~2012.10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施工总承包



     岘港LIBERTY CENTRAL酒店

-业主：范银儿一人有限公司
-地址：岘港市山茶区武元甲路
-建筑面积：19,696m2，地上23层，
3个地下室

-工期：2017.12~2018.12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施工承包商





     东亚大学第二分校

-业主：东亚大学
-地址：岘港市海珠区苏维艺静路6A座
-建筑面积：2014.04~2015.02
-工作范围：总承包商



6B-7A路-投资者：岘港优先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项目管理部门-全长：7公里-工期：12个月-地址：岘港市联照区和庆工业园区。 山茶港（一期）（土地整平及挡浪堤），规模：100,334m2。工期：2014.01~2015.05

多福国际新城项目（土地回填整平、土方工作、挡浪堤）-地址：岘港市海珠区。规模：2,350,000m2。工期：2008.05~2010.10

和春废水处理区-总面积：22公顷 -工期：2012.05~2014.05 地址：岘港市和春县。

南海云-濉鸾旁路-投资者：岘港市人民委员会-全长：18km-工期：12个月-地址：岘港市和旺工业园区。

12B-14B道路-和庆工业园区工-投资者：西贡-岘港投资股份公司-全长：7km-工期：7个月-地址：岘港市连照区和庆工业园区。



机械设备机械设备



一些代表性工程开工仪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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