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用水人需要委托申报用水事项的说明

当用水人有用水设施安装、维修、改移、分拆等需求时，你首先面临的是向

供水企业提出申请。广州市供水行业协会有几点提示供参考：

1、依照相关规定，用户可选择由自己自行报装形式申报用水事项，也可以

委托他人申报用水事项；但维修安装仍须适从相关专业资格规定。应当指出，认为

用户本身不能申报，而必须由维修安装单位报装的说法和做法是没有法规依据的，

用户可自主自愿采用具体的申报方式。

2、但是：无论是用户自行申报或是委托他人申报，无论涉及的是注册水表

或是各类用户用水设施的安装、改移、维修，依照相关规定，你是不可以擅自进行

的。施工方案必须事前经自来水公司批准同意并由有专业资格的单位或人员进行。

当你申报自来水相关事务时，你会得到一个建议:既然施工不能擅自进行，不如将申

报工作和专业施工同时委托同一个单位会衔接的更好，更省事。当然，这取决于你

的选择。

3、在公开、公平、公正及行业自律原则下，协会以下成员接受居民用水户

委托，提供有偿服务，代理在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供水服务范围内的用水申请和安装

维修业务：

以下列表的单位，均有代理自来水报装和安装维修技术的单位。假如你是一

般的居民用水户，建议选择委托以下区域服务联系单位名录里的单位，更方便服务；



附表：《区域服务联系单位名录》

区域 联系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越

秀

区

广东俊达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西三街 3 号 301、

302房

安美 13922110111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有限公

司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 3号 项目部 020-83858124

广州市自来水工程劳动服

务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 3 号西侧自编 1-11

号

杨华 13751764618

广东穗杰电力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路 115-117号

207、208室

潘劲榆 13450287883

广州市通正水电安装实业

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2号翰林阁 2002

室

刘卫红 13922293628

广州市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广卫路四号 15-18楼 刘莹 18665037763

广州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510号 江间开 13825086457

广州市正浩清洁服务有限

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路 23号 503房 黄健生 13711429263

广州市水电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 50 号 芮小芬 13570316997

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99 号 蔡锐文 13527692141

广州市海信水处理工程有

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5 号一号楼一层

101之一

陈仑广 13533501550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83 号广发金融大厦

15-16 楼

魏伟灵 87310330



区域 联系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海

珠

区

广州市澳建明水电安装有

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南珠北街 11号 502房 黄伯牛 13808862364

广州市冠业水电制冷设备

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石溪村富全路 1号 李爱芳 13726726827

广州市新五羊水电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敦和路上涌村名粤广场 1218

室

麦丽莎 13928971771

广州市劳动水电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269号 4-10 楼 7楼

自编 728房

林启羽 13058438815

广州市海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29号首层自编

091

古艳红 13922252016

区域 联系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白

云

区

广州市粤广水电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云城西路 724号 1C15房 高伟棠 13719003994

广东德泽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广州市白云区西槎路侨德花园侨德街 21 号

之二

江峰 13802992921

广州保达水电工程有限公

司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集贤庄集贤前三巷 28

号二层

黄海华 13751811287

广州市汇銮水电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 613号四楼 405号 宋晓娜 13682268250



区域 联系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荔

湾

区

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 58-60号二楼 李树雄 13903017090

广州敏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信义路 21 号二楼 江顺武 13690139992

广州自来水专业建安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水厂路 3 号大院内 佘启光 13802947867

广州市建远安装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百花路109号之一之二2

楼 201

钟卫云 13580335679

广州市置峰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富力路 36号之二 208房 叶丽薇 13503008825

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73号 406、506、

606房

范秀佳 13503081248

广州市日星水电装修工程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 23号首层第五档 陈永生 15302221140

广州自来水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 5 号自编 1 号 欧阳智

兴

15915840799



区域 联系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天

河

区

深圳金信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 13号之一 2503

室

廖海枫 13450287883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路 140 号

2301房自编 08-13室

郑小兰 13710000050

广东鸿润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 1933号之一万

科云城 B 栋 703 室

龚文思 13268245418

广东盛弘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163号 7K

室

阳国斌 15360817607

广东中水建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461号 A2 座

902房

蔡煌 13711377967

广州一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1138号

1826房

罗菲 15102068007



区域 联系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黄

埔

区

及

其

他

区

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光谱中路 11号 2 栋 1

单元 11层 04室

肖庆锋 13798151290

金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光谱中路 11号 2 栋 1

单元 1103室

吴添福 13543475174

广州市开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北路 109号、113

号 201房

周洁铭 020-82078187

广东伟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348号建设大厦

10楼

毛歆歆 13535090689

广州市从化珠江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广州市从化街口街河滨南路 19号 李勇彬 13602210425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广深大道中 46

号

古思杰 13602776506

广东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

69号 TCL 文化产业园汇创空间 201

室

陈海琴 13711184920

广东泰通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西路华梦街 4 号 4

号楼 1322、1323房

王色洪 13544571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