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ABOUT

深水规院（301038.SZ ）是一家致力于系统解决水问题的水务环保工程集成服务商，
秉承专业、创新、共赢的发展理念，坚持走“高端规划咨询、精品工程设计、高技术含量
勘测” 路线，在全国各地累计完成项目近万项，荣获副省级及以上奖项100余项次，在
水资源供给、水安全保障、水生态修复、智慧水务等领域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公司建有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研究发展中
心、大数据中心等科创平台，现有有效专利30余项、软件著作权80余项，探索打造创
意 + 科技 + 服务为一体的“系统解决城市水问题的集成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综合、
智慧、生态的水务全生命周期专业服务。

目前公司在全国设有分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二十余家，总规模超过1200人，分布广东、
北京、上海、海南、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新疆、西
藏等16个省市及自治区。

余人分布全国           省市1200              16 

在公司“一体两翼”的总体框架下，业务主要涵盖了工程设计、勘察测绘、 工程咨询、 专
项规划、建设运营、智慧水务、科技研发7大版块。

大业务板块7
与深圳的改革开放共同发展，风雨兼程，见证了深圳的历史变迁与水利行业变革。

1985年成立

· 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级
· 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给水工程、排水工
   程））专业甲级
· 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 工程咨询（水利工程、市政给排水）甲级
· 工程勘察综合甲级
· 测绘资质甲级
· 水资源论证甲级
· 水土保持方案5星

项甲级资质7
· 工程设计（电力工程（水力发电）） 乙级
· 工程设计（建筑）乙级
· 工程设计（环境专项水污染防治工程）
   乙级
·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乙级
· 工程造价咨询乙级
· 水土保持监测3星

5 项乙级资质



深圳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成立

完成由事业单位划转深投控，
正式改制为国有全资企业

成为由深圳市水务局组建的
正处级事业单位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成为国内水利勘测设计行业首家上市企业

引进战略投资者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
成为国内水利勘测设计行业首家混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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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

智慧水务

勘察测绘

建设运营

专项规划

科技研发

水利工程设计｜市政给排水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岩土工程设计

水土保持全过程咨询｜水利与市政给排水工程全过程咨询
防洪影响评价｜涉水安全评估｜用水节水评估｜水资源论证

智慧水务咨询设计｜智慧水务软硬件产品研发｜系统集
成及自动化控制安装实施｜水务水文监测运维

工程测量｜地下管线探测｜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检测
工程监测

水利市政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技术咨询服务｜水务设
施管养｜水处理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及运维

水务发展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水土
保持规划｜防洪排涝规划｜碧道规划

水环境领域研究｜水资源及供水调度研究｜水生态调查
与监测研究｜水务信息化产品研发｜ 水土保持生态研究

业务体系
BUSINESS

一体两翼

智慧水务建设运营
研究  
策划  
设计      

建设运营 科技研发 专项规划 工程咨询 工程设计 勘察测绘 智慧水务

工程设计

建设运营科技研发

勘察测绘

工程咨询

专项规划

智慧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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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景

价 值 观

使 命

专业、创新、共赢

深水规院崇尚以技术和服务创造美好人居环境，坚
信创新是设计的灵魂，不懈追求“为客户创造有价
值的精品设计”为目标，以“系统解决城市水问题”
为理念，以“精诚服务全过程”为宗旨，不断增强员
工的成就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勇当全国城市水务
规划咨询行业的领跑者。

以卓越的技术和服务
建设更美好人居环境

领先的水务环保工程咨询集团

公司理念
CONCEPT



核心优势
ADVANTAGE

公司及下属水务科技子公司均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坚持走科技创新
之路，长期注重研发投入，着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公司目前有广东省
级工程中心、深圳市（副省级）重点公共创新技术平台 、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目前拥有有效专利30余项，软件著作权80余项，主持或参与近20个全国或地
方技术标准编制。

公司高度注重人才培养，拥有一大批兼具水利、市政、生态、景观专业技能的
复合型人才，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近400人，另有多位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深圳市孔雀人才等。依托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等研发团队的科研支撑，公司的优秀设计作品与高效技术服务得以保证。

技术与人才优势

公司是国内较早开展水利水务一体化设计综合服务的企业，是广东省首批全
过程咨询试点企业。公司资质序列覆盖水利水电、市政给排水和风景园林、建
筑等行业的多个领域，能够承担领域内的咨询、规划、勘察、测绘、设计、监测、
项目管理、设施运营等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综合服务能力，能够为不同业主提
供工程从论证到运管的全过程工程技术和咨询服务。

全过程服务优势

公司控股股东为深投控，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国资委，具有较强的股东背
景。2017年公司完成混合所有制改制，相对于国有独资企业具有更加灵活的
体制优势。通过混改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包括深高速、水务集团和铁汉生态，在
水利和市政水务领域与公司有较大的协同效益。

公司位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等
国家级区域经济战略的实施，为公司本地化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为公司业务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公司自2007年开
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稳健推进省外市场的开拓，截至目前已在华中、华南、西
南、华东等重点区域部署了分支机构，初步建立了重点突出、有序发展的经营
网络，为公司业务提供新的增长机会。

体制与市场优势

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
高度注重人才培养

从论证到运管的全过程
工程技术和咨询服务

完成混合所有制改制，初步建立了
重点突出、有序发展的经营网络

全过程服务

技术与人才 体制与市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水利部AAA级信用企业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广东省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单位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中国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项经典暨精品工程
广东省科学技术特等奖

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奖（大禹奖）
深圳河湾生态健康改善工程系统与示范 深圳河河口治理一期

深圳市企业技术中心
深圳市行业领袖百强企业
深圳市水务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生态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东深供水改造工程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奖（大禹奖）
中国河流奖银奖
广东省优秀水利工程勘测奖
广东省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
广东省优秀工程勘察三等奖
深圳市水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深圳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市政工程设计类一等奖
深圳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工程勘察一等奖
深圳市创意设计七彩奖

福田河综合整治工程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银质奖
深圳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市政工程一等奖

丁山河水质改善及低碳城段景观提升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勘测设计BIM应用大赛二等奖
全国水利行业BIM应用大赛银奖
全国BIM应用大赛水利电力类BIM应用二等奖
全国BIM大赛设计组三等奖

深圳机场4#调蓄池泵闸站工程全过程BIM正
向协同设计

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高污染城市河流综合治理技术集成

创新研究及示范

全国BIM应用大赛水利电力类BIM应用二等奖
全国BIM技术大赛公共基础设施设计组铜奖

深圳市坝光片区场平及防洪（潮）工程BIM应用

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广东省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复杂地质区水库渗漏承压机理及安全和环境协
同的风险防控技术

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
深圳市城市水土保持规划

全国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银质奖
深圳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深圳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三等奖
深圳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深圳雨洪资源利用规划研究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奖（大禹奖）
全国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

长沙县水渡河河坝改造工程

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广东省水利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北斗卫星实时监测水库群坝体变形技术研究

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奖（大禹奖）
全国优秀水利水电工程勘测设计奖铜质奖
深圳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工程设计一等奖

深圳市石岩水库截污工程

公司荣誉

项目荣誉

企业荣誉
ACHIEVEMENT



以大数据中心为基础，开展前瞻研究，挖掘资料优势成
为智慧水务领先者；以建设运营为纽带，走向全过程、全
流域、全国市场。

做强做大智慧水务、建设运营两翼业务

建成水务大数据基地、水务BIM技术基地、工程安全监测
基地、智慧水务基地，大力开展基础科研、应用技术研发、
技术攻关和产学研转化。

强化核心科技，不断加深企业护城河

搭建敏捷的经营前台、赋能的生产中台、柔性的职能后
台，以生产协同、业务集成、知识管理一体平台为核心，
以管理标准化、流程制、信息化为手段，优化激励约束机
制，持续提升人均产值、人均创利。

以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

推动形成“技术+管理+数据+资本”的商业模式，整合市
国资系统以及外部优质资源，打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建
立以深水规院为核心的小型业务生态圈，实现实力增强、
价值提升、成本节约、增长加速。

借力资本推动滚雪球式发展

国家层面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等一系列综合性经济发展战略，对应区域地方政
府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并出台具体的实施规划，持续加大在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入，为水利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深入推进驱动水利行业基建需求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新时期水利工作思路，将促使增加节水设施建设投资，促进
水资源规划咨询业务的需求，推动水利行业的业务边界不断拓
展，促进行业整体规模的增长。

水安全国家战略理念深入实施促进水利行业投资增长

2019年发改委联合住建部印发的《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
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鼓励工程咨询服务企业开展投
资决策综合性咨询和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为水利工程咨询行
业分享下游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红利奠定了政策基础。

工程咨询行业的扶持政策将进一步放大需求端增长
带来的驱动效应

环保总投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惠及新兴涉水领域发展效应
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减缓，这也是“有条件有能力解决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各级政府关注环境
保护的意识重于强调经济增长，全社会环保总投入的大幅增长
将带动包括水生态治理等新兴涉水领域产业快速发展。

城镇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对城镇用水量的增加，推算未来达到
70%的城镇化率，需要增加的年用水量超百亿立方米。由此，又
将催生出城市供水规划、城市供水枢纽、管网改扩建、城市应急
水源工程建设、城市给排水及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等诸多城市
水利规划和工程建设需求。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催生城市水利行业新的需求

未来展望
FUTURE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宝
安南路3097号洪涛大厦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龙
塘社区星河传奇花园三期商厦1栋C座1110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259号
香颂国际南栋19013房
电话： 18390978839

东原分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奇台路460号兴乐世贸广场16楼
电话： 0991-5858608

新疆分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天华中路122号星大
花园29楼2906-2909
电话：0731-86390989

湖南分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十七区
17号楼8层
电话： 010-83738974

北京分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39号鲲鹏
国际广场6栋417-423室
电话： 0551-63486828

安徽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2121号华凯
大厦16楼
电话： 0755-22921220
网站：www.swstd.com.cn

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4号305房
电话： 15017532096

广州分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金山路8号01单元604室
电话：0592-5213339

厦门办事处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559号3-21-5
电话： 023-67508685

重庆分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流沙北街道大扬美村
普宁市水质净化厂综合楼3楼
电话： 15019423230

普宁市深水规院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宝安江南村东
18栋1-101 
电话： 027-88153891 / 13697234579

湖北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
天府新谷9号楼15层3号
电话： 17828054696

西藏办事处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001号明谷科技园5号楼
1001室
电话： 021-64883596

上海分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化工路北侧东二环泰禾
广场东区C1#929
电话： 0591-38173102 / 13850198510
传真： 0591-38173102

福建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
天府新谷9号楼15层3号
电话： 028-61313228

成都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梨园路8号
Halo广场一期501室
电话： 0755-28231683

深圳市水务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宏六路1号2106室
电话： 0769-23010323

东莞分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铂金大道羊肠小村新村
54栋3号 
电话： 15025191263
云南省楚雄市开发区彝人古镇星宿家园三期A6-5
电话： 0878-3362879 / 13658780307

云南分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慧谷产业园
二期4号楼1303室 
电话：0791-88338170

江西分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都匀路金利大厦A栋2309
电话： 0851-85989835 / 13908510311

贵州分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主路3号
维也纳大厦14楼
电话： 0771-2817898 / 13977109206

南宁分公司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
创富路科技孵化基地一栋四层16-18号
电话： 18589078999

深汕特别合作区分公司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乐祥西路城投
大楼一单位二楼
电话： 15501783177 / 18789891192

海南分公司

深圳总部

分公司

子公司

电话： 0755-25468621
传真： 0755-25890439
网站： www. swpd. cn
邮箱： info@swpd. cn

联系我们
CONTACT



以卓越的技术和服务
建设更美好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