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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UTD

关于我们
About us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于 1981 年，经历 40 余载，2021 年 6 月按广东省教育厅

要求改制为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DUTD”），是广东高校中建筑

规划设计的重要力量，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服务政府社会的智库、高校师生实践的基地，广东

省领先的综合技术服务企业。

GDUTD依托广东工业大学高水平重点建设高校，作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土木与交通工程

学院、管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等院系的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基地，重视政策研究、技

术开发、科研课题与成果转化。GDUTD 是“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

工程咨询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省耕地保护协会副

会长单位”，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

GDUTD拥有“建筑设计、规划编制、科研咨询、培训教育”四大核心业务，拥有建筑工程设

计甲级、城乡规划编制甲级、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乙级和土地规划甲级（广东工业大学）等资质，

正在申报市政工程设计资质。

GDUTD始终坚持“人才强企”战略，拥有经验丰富、创新进取、专业齐全的设计队伍，设有

6个建筑设计所、5个规划编制所、1个市政设计所、2个技术研究中心以及 2个教授工作室。现

有技术人员 216 人，其中高级职称 33 人、中级职称 50 人、一级注册建筑师 15 人、注册城市规

划师 15人、一级注册结构师 3人、其他专业注册师 14人，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人才支撑。

近年来，GDUTD荣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美国建筑师协会（AIA）、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等省部级以上奖项 30 余项，并参编了多项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充分发挥

背景优势，积极发展交流合作，先后与 1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国内 30 多所知名高等院校、50

多家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共建，形成了长期、全面的稳定合作关系。

成立至今，GDUTD始终严把质量关，通过质量体系认证，建立了涵盖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

工作标准三大体系的企业标准体系。秉承“创作精品、超越自我”的奋斗目标，为国内外社会各

界提供优质的设计和服务。

四十年前我们走在前沿，四十年后我们不负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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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组织架构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单位资质

THE APTITUDE OF 
THE COMPANY

董事会 / 监事会 /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资产财务部

资产  会计  出纳
预算  采购  审计

副总经理

人力资源部

党群  人事  岗位
考核  职称  纪律

综合办公室

办公  督办  接待
保密  安全  后勤

生产经营部

生产  市场  合同
资质  战略  品牌

副总经理

总工室

技术  质量  科研
交流  培训  档案

总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

管
理
层

职
能
部
门

生
产
部
门

研究机构

生态修复研究中心

教授工作室

规划编制

规划一所

规划二所

规划三所

规划四所

规划五所

建筑设计

设计一所

设计二所

设计三所

设计四所

设计五所

设计六所

市政板块

市政设计研究中心

市政一所

市政二所（筹）

分支机构

深圳分公司

珠海分公司

佛山分公司

东莞分公司

河源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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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

雷州市第九中学•	  

清远市清新区第六小学•	  

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

阳江市广东两阳中学•	  

广东工业大学揭阳校区•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	  广州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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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广州市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	  

公共建筑

宜章县中医院•	  

贵州省义龙公安分局警务技能训练中心

翁源下庄铀矿科普教育基地

•	  

•	  

公共建筑

清远樵顺商业广场 广州从化碧泉空中温泉酒店•	  •	  

广东省封开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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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广州番禺倚莲半岛

江门市江海区文昌大厦小区

珠海市锦绣荣城

惠州市大亚湾恒兴连城别苑

•	  

•	  

•	  

•	  

居住建筑

韶关市瑜丰 - 沙湖御景住宅•	  

居住建筑

广州市茶滘城中村改造安置房 广州增城建鑫发展有限公司商住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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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工业建筑与园区规划

韶关市莞韶城【华韶数据谷】•	  

广州市巨轮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化基地•	  广州市生物岛实验室生物医疗器械实验室•	  

兴宁工业园标准厂房•	  

工业建筑与园区规划

林安中山智慧物流园古镇项目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2017.07

鸟瞰图
林安（高安）智慧产业新型小镇 林安（ 重庆）智慧物流产业新型小镇

林安（ 中山）智慧物流新型小镇 林安（信阳）智慧物流产业新型小镇（保税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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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饶平县浮滨镇张竞生文化公园•	  

饶平县浮滨镇大榕铺村环境整治•	  

佛山南海狮山镇狮中村特色精品村•	  

园林景观与乡村建设 园林景观与乡村建设

丰顺北斗镇美丽乡村

丰顺大龙华镇美丽乡村

•	  

•	  

阳山黎埠美丽乡村·精品旅游线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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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东莞市横沥镇半仙山村朱氏宗祠修缮 韶关市始兴学宫（大成殿）修缮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东湖坪古建筑群之九栋十八厅修缮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象埔寨（房祖祠）修缮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细美寨抢险加固工程 南雄市珠玑镇、乌迳镇古驿道历史遗存点

•	  

•	  

•	  

•	  

•	  

•	  

文物保护与历史建筑

连州市连州古道巩固提升 南粤古驿道·南雄市梅关 - 乌迳古驿道重点线路

清远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飞霞洞保护规划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里东戏台

•	  •	  

•	  •	  

广州市岭南画派纪念馆及周边环境提升•	  

文物保护与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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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广东省农垦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省级）（2020-2035 年）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广东省鹤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	  

•	  

•	  

•	  

肇庆市德庆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国土空间规划与研究

肇庆市怀集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广东省化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贵州省遵义市体育、文化和旅游“十四五”专项规划

广东省罗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韶关市曲江区小坑镇名镇建设规划（2012-2020）

•	  

•	  •	  

•	  

•	  

国土空间规划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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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宜春市状元文化城市设计规划方案

广州第二中央商务区（黄埔区部分）城市设计

赣州市虔心小镇建设规划咨询 •	  

•	  

•	  

东莞市石排镇中心区发展战略、城市设计与行动计划•	  

城市设计与详细规划

深圳前海澳洲金融广场 深圳前海中兴产业服务基地•	  •	  连南瑶族自治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新广州知识城南门户区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小虎村文化博物园

鹤山市鹤山公园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	  

•	  •	  

城市设计与详细规划

广州市历史城区概念性框架设计和保护利用规划 韶关市石塘镇镇区重点地段保护规划及城市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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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历史保护与城市更新

茂名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专项规划

韶关市仁化县石塘村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韶关市乐昌梅花镇杨家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雷州市二桥街、曲街、方城十字街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南粤古驿道·南雄市梅关—乌迳古驿道重点线路保护利用规划及
建设方案

•	  

•	  •	  

•	  

•	  

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村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历史保护与城市更新

东莞市厚街镇陈屋村商住类更新单元划定方案

坂田坂雪岗科技城 dy07 单元城市更新规划研究

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居住类更新单元概念规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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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饶平县县域乡村建设规划（2018-2035 年）

台山市市域乡村建设规划（2017-2035 年）

仁化县董塘镇安岗红色村建设规划

饶平县浮滨镇大榕铺村环境整治规划

•	  

•	  

•	  

•	  

南沙新区东涌镇大稳村“美丽乡村”村庄规划（2013-2020）•	  

规划编制

乡村振兴与村庄规划

毕节市金海湖新区梨树镇四村连片乡村振兴规划

东莞市塘厦镇龙背岭社区村庄规划优化提升（2020-2035 年） 化州市整县村庄规划（编制成果技术审查）

广东省省定贫困村整治创建规划成果审查与验收工作

云浮市新兴县东成镇试点片村庄规划优化提升（2020-2035 年）

•	  

•	  •	  

•	  

•	  

乡村振兴与村庄规划

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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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新兴县太平镇美丽圩镇创建专项规划（2021-2035 年）•	  

罗定市龙湾镇美丽圩镇创建专项规划（2021-2025 年） 德庆县莫村镇镇域乡村振兴规划（2021-2035 年）•	  •	  

乡村振兴与村庄规划

佛冈县水头镇王田村乡村振兴规划（2021-2025 年）•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汇编

广州市南沙区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土壤剥离再利用等 6 个方案 城市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标准编制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标准研究技术审查

广东省农村土地制度与生态修复关系研究•	  

•	  •	  

•	  

•	  

生态修复与国土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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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工设计 GDUTD

广州市从化区友生花卉产业园“点状供地”建设项目•	  

广东省建设用地预审、审批实施监测研究•	  

自然资源评价与咨询 自然资源评价与咨询

广州市第六中学（从化校区）系列评估（交通影响、文物影响、社会稳定性风险）•	  

肇庆市怀集县预留建设用地规模使用方案 云浮市云城区预留建设用地规模使用方案•	  •	  



广东省南粤古驿道保护修复指引及重点线路建设规划与实施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总体规划及坪石重点段建设规划

广东省省定贫困村整治创建规划成果审查与验收工作

化州市整县村庄规划（编制成果技术审查）

《云浮市城市蓝线管制实施办法》技术咨询

《云浮市城市绿线管制实施办法》技术咨询

广州市教育局局属单位建设项目入库技术审查咨询服务

广东省典型地区乡村风貌塑造案例研究

广东省建设用地预审、审批实施监测研究

广州历史城区概念性框架规划研究

清远市农村住宅设计研究

广东省农村土地制度与生态修复关系研究

新时期住宅创新设计研究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汇编

广东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标准研究技术审查

城市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标准编制

既有中小学校更新改造设计标准编制

建设项目前期策划及规划咨询管理标准研究

民用建筑工程建筑师负责制实施导则研究

建筑工程设计管理咨询标准

园林绿化工程特征分类与描述标准研究

一种基于文丘里效应的住宅排气道研发

一种通风百页屋面装饰瓦的研发

一种蜂窝夹芯减振隔声板的研发

一种通风隔热防水屋面系统的研发

REVIT 参数化可变组合窗族构建方法研究

基于 CAD快速生成建筑立面图的方法研究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亭角村更新改造项目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东湾村更新改造项目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

广州市从化区道班地块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

广州市从化区道班地块交通影响评估

广州市从化区赤草片区更新项目文化遗产影响评估

广州市白云区大朗客整所历史文化遗产影响评估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道历史文化遗产影响评估

广州市第六中学（从化校区）社会稳定性评估

广州市第六中学（从化校区）交通影响评估

广州市第六中学（从化校区）文物影响评估

丰顺县北斗镇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丰顺县大龙华镇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广州市铁一中学（白云校区）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市教育局二中高中部运动场跑道改造维修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海丰县黄羌林场富足园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海丰县黄羌林场陆安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海丰县黄羌林场麻竹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海丰县黄羌林场十字岗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汕尾市黄羌林场省级森林生态综合示范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清新区太和镇周田小学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清新区太和镇黄岗小学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黄羌林场“一点一圈”红色之路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广州公安监管应急集中收押隔离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阳江市阳东区“三馆二宫一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

阳江市城南中学工程咨询

清远市连山县建筑垃圾消纳场一期工程节地评价建设工程咨询

警察训练部同和基地和大尖山基地修缮项目估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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