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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集团   /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翁俊民基金大厦

我们的集团

行业领导者 
全球化定位

向世界分享知识和经验是我们的信念。

CPG集团是前新加坡公共工程局企业化后所成立的公司， 

是亚太区首屈一指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发展与管理服务咨询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建筑和工程设计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项目管理和施工管理服务。迈向国际，我们在全球多个 

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留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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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竭的灵感 
驱动型愿景

持续发展、灵活应对,
是我们的坚持。

立足于创新和整体设计的前沿。

我们在精进专业知识的同时，不断突破以提供创造性、 

全方位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采用我们特有的方法，在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 

综合总解决方案的同时，关注未来世界的可持续性。

这就是CPG集团的坚持和使命。

我们的愿景
成为建筑和基础设施开发及管理行业的领先企业。

我们的使命
我们致力于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设计、开发以及管理， 

与客户携手创造量身定制的方案。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企业价值观是凝聚全体员工的核心。

 • 卓越服务——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

 • 灵活进取——我们全力以赴、灵活进取、精益求精。

 • 关怀文化——我们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不断增强 

团队责任感和凝聚力。

 • 学习与创新——我们积极学习、不断提供创造性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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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未来的愿景 
源于我们独特的传承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自1833年至今，

CPG集团的发展辉映着新加坡的蓬勃发展。

CPG集团的子公司

作为有着超过180年历史的前 

加坡公共工程局的企业化公司， 

我们铺路、造桥、建楼，见证了 

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塑造着城市 

的天际线，为现代新加坡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

CPG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辅助服务提供者物业管理经理施工承包商全方位设计顾问

CPG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CPG物业管理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PM Link项目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施工管理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VIA+ Design私人有限公司

Indeco联营私人有限公司

CPG咨询私人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开发商

CPG集团是中国建设科技集团的成员

1833
 委任为公共工程与囚犯监管官， 

开始新加坡公共工程的运作

1999
新加坡工程集团

  (PWD Corporation) 成立，

成为淡马锡控股的子公司

1946
新加坡公共工程局

正式成立

2012
CPG集团加入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 (CAG)，即中国建设

 科技集团 (CCTC) 的前身。

2003
CPG集团加入悉尼道纳

集团 (Downer EDI)
(澳交所上市)

2002
集团改名为

CPG集团

新加坡 滨海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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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新加坡总部

     海外办事处

01  马来西亚

02 中国

03 中国澳门

04 越南

05 印度

06 菲律宾

07  阿联酋

菲律宾 亚洲开发银行总部

马尔代夫 国家诊疗中心

阿联酋迪拜 GEMS世界学院

新加坡 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

马来西亚 塞提亚88号蓝天公寓

新加坡的传承 
国际化的发展

从亚洲到非洲、从中东到南美、  
CPG集团的足迹跨越国界，  

遍布全球逾25个国家和地区，  

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经验、  

共同发展。

     业务分布

01  香港

02 韩国

03 日本 
04 缅甸

05 老挝

06 柬埔寨

07  泰国

08 孟加拉国

09 印度尼西亚

10  文莱

11  澳大利亚

12  新西兰

13  斐济

14  哈萨克斯坦

15  巴基斯坦

16  摩洛哥

17  土耳其

18  伊朗

19  卡塔尔

20 沙特阿拉伯

21  埃塞俄比亚

22  斯里兰卡

23  马尔代夫

24  塞舌尔

25  南非

26 荷兰

27  哥伦比亚

28 厄瓜多尔 
29 巴西

中国 天津保定桥

08

01

6 7/   我们的集团 我们的集团   /



可持续性设计 
创新性解决方案

留下时代传承的设计是我们的渴望。

我们的设计理念基于可持续性和创新性原则。 

我们致力于引领基础设施和建筑的设计潮流， 

创造满足当今世界发展需求的新型建筑。 

同时，我们提供与自然共存的解决方案， 

守护我们的环境与未来。

新加坡 宏茂桥疗养院

我们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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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规划与设计

 • 建筑设计

 • 绿色设计

 • 基础设施工程

 • 环境工程

 • 交通工程

 • 土木与结构工程

 • 机械电气工程

 • 工程估量

 • 景观与室内设计

 • 物业管理

 • 项目管理

 • 施工管理

以人为本 

布局全产业链，提供独特高效、

具有协同效应的解决方案，

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努力不懈地积累多方面经验，更新我们的专业知识，

以提供最先进的专业技能、应对复杂市场带来的挑战。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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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导向型
项目

CPG集团全力提供整合的创造性设计解决方案， 

满足各种复杂的建筑要求，超乎您的想象。

生态导向型
项目

知识导向型
项目

医疗导向型
项目

认识到人们对摆脱传统建筑日益增长的需求后， 

我们引入了可持续性设计理念，提供导向型设计方式，

建设引领未来的智慧城市。

苏丹 喀土穆国际机场

新加坡 ABC水资源管理计划 中国 昆山西部医疗中心

巴基斯坦 印度河医学院附属医院

新加坡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

医学研究生院阿联酋 迪拜 阿米提国际学校

中国 厦门中山公园站

越南 文江县生态规划方案孟加拉国 哈兹拉特沙阿贾拉勒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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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新加坡 邱德拔医院

全方位服务 
整体设计

我们提供从总体规划、建筑和工程设计，  

到工程估量和合同管理，再到项目、  

物业和施工管理的全套服务。

结合自然、自然资源和人类需求，采取可持续工程设计技术，  

我们提供全方位的综合解决方案，为用户、社区、社会和  

环境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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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我们的客户受益于长远的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开发。采取综合的可持续性 

方法，考虑各城市独有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因素和公共政策，设计出满 

足现在和未来居民所需的个性化空间。

建筑设计

工程设计

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和知识，  

专注于七大方向。

我们结合当前基础设施和建筑施工需求与最先进技术，以应对城市化  

带来的变幻莫测的挑战。变阻力为动力、改造自我，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中国 南港轻纺新城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

在CPG集团，我们是亲自然设计的专家，我们将人与 

自然联系在一起，创造健康、高效、可持续的环境， 

在保障人类健康的同时，我们提供结合美学和功能性的 

综合建筑和景观设计解决方案，在保护环境的同时， 

呈现丰富的自然景观，并保护项目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我们提供综合性工程服务，满足各类建筑和基础设施要求。作为土木与

结构工程和交通工程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创造可持续性解决方案，以解

决当下和未来的基础设施需求。同时，我们也提供机械电气工程方面的

有效解决方案，并将环境工程应用于水资源、废水处理和环境领域等。

新加坡 黄廷方综合医院及裕廊社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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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验丰富的工程专家，包括资格认证的建筑师及工程师和常驻监造员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提供整合的个性化工程管理服务。包括施工现场监督、高级施工咨询 

服务、安全审查设计、现金流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质量保证和控制、 

测试和试运行、设备工厂验收、现场验收测试和交接检查。

新加坡 王子酒店

新加坡 国家法院

物业管理

我们深入了解多种业务需要，物业管理咨询服务提供智能技术解决方案以 

提高设备效率，降低建筑、房产和城镇委员会管理的维护成本。我们将继 

续专注于增强创新性，运用技术，从而提高效率。

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包括改进操作的先进设备以及简化工作流程和提高效率

的网络技术。同时，我们持续改进专业能力，通过培训提升员工技能。

工程估量
和合同管理

项目管理 施工管理

我们拥有综合性工程估量系统，在确保各项目从成本估算和合同到招标和 

可行性研究的各个阶段精确运作，同时保护客户经济利益。

为确保每个项目都能顺利实施，我们运用从丰富经验中得到的技能和 

知识，管理各阶段繁杂的快速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向客户保证从概 

念到竣工各阶段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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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才汇聚一堂,
是我们的优势。

2,000名员工。25个国家和地区。 

一个CPG大家庭。

CPG集团是全球人才的大熔炉，人才是我们成功的基石。 

我们激励团队万众一心——用超越设计的建筑艺术， 

提供重新定义建筑环境并丰富社区生活的解决方案。

多元化的国际团队，让我们能够吸取全球的项目经验， 

塑造一支优秀的专业队伍。

我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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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身在何处, 
我们都精益求精。 

我们的国际化专业团队将展望变为现实， 

在实施复杂项目时仍坚持行业高标准， 

制定涵盖人与环境需求的综合解决方案。

越南 生态公园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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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全国传染病中心

本地认可 
享誉全球

500多个奖项 
但我们从未止步
总统设计奖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年度设计奖)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 (年度设计奖)

新加坡 邱德拔医院 (年度设计奖)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年度设计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新加坡 新加坡植物园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设计奖
新加坡 纬壹科技城Solaris商业大楼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

主题娱乐大奖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 (杰出成就奖)

Stephen R. Kellert 
亲自然设计奖
新加坡 邱德拔医院

世界建筑节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 
(年度世界建筑)

英国精英国际奖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 
(杰出国际设计项目)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奖
新加坡 加冷河畔发展 (二等奖)

旧建筑修复工程奖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新加坡 仄爪哇游客中心

建设局绿色建筑标志奖 (白金奖)
新加坡 全国传染病中心

新加坡 新加坡理工学院

商学院和航天中心

新加坡 国际刑警组织

全球创新中心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中心

新加坡 纬壹科技城Solaris商业大楼

新加坡 国家法院 (建筑和数据中心)

世界设计与健康学院奖
新加坡 邱德拔医院  
(国际健康项目， 

占地面积40,000平方米以上)

新加坡 新加坡植物园

新加坡 樟宜机场3号航站楼

新加坡 加冷河河岸景观及水文规划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新加坡 邱德拔医院

新加坡 纬壹科技城  
Solaris商业大楼新加坡 仄爪哇游客中心

新加坡 滨海艺术中心

新加坡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中心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

创新思维

前沿设计

可持续实践 

我们在建筑环境等方面的理念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并获得全球认可。

我们不仅荣获诸多著名设计奖项，还在绿色实践的努力上广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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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总部和新加坡办事处

CPG集团私人有限公司
1 Gateway Drive
#25-01 Westgate Tower
Singapore 608531
电话: (65) 6357 4888
传真: (65) 6357 4188
电邮: cpgcorp@cpgcorp.com.sg
网址: www.cpgcorp.com.sg

施工管理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1 Gateway Drive
#21-08 Westgate Tower
Singapore 608531
电话: (65) 6357 4837
传真: (65) 6357 4835

Indeco联营私人有限公司
1 Gateway Drive
#25-01 Westgate Tower
Singapore 608531
电话: (65) 6357 4888
传真: (65) 6357 4188

VIA+ Design私人有限公司
9 Purvis Street
#02-01/02
Singapore 188588
电话: (65) 6933 4933
电邮: admin@viaplusd.com

新加坡
CPG咨询私人有限公司
1 Gateway Drive
#25-01 Westgate Tower
Singapore 608531
电话: (65) 6357 4888
传真: (65) 6357 4188

CPG物业管理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2 Ubi View
#05-01
Singapore 408556
电话: (65) 6325 8880
传真: (65) 6325 8881

PM Link项目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1 Gateway Drive
#21-12 Westgate Tower
Singapore 608531
电话: (65) 6391 7088
传真: (65) 6391 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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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CPG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1 Gateway Drive
#25-01 Westgate Tower
Singapore 608531
电话: (65) 6357 4888
传真: (65) 6357 4188
电邮: cpgbdcomms@cpgcorp.com.sg

马来西亚
PM Link项目管理 (马来西亚) 私人有限公司
A-25-13 Mercu Summer Suites
8 Jalan Cendana, Off Jalan Sultan Ismail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中国
新工工程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 西藏中路585号
新金桥广场9楼
邮编200003
电话: (86) (21) 6351 7888
传真: (86) (21) 6351 9888
电邮: cpgcorp.china@cpgcorp.com.sg

新工工程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
5号楼7层702单元

邮编100048
电话: (86) (10) 6879 9248
传真: (86) (10) 8842 6697
电邮: cpgcorp.china@cpgcorp.com.sg

新工工程咨询 (上海) 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208号
粤海天河城大厦13层1319室
邮编510620
电话: (86) (20) 2826 1941
传真: (86) (20) 2826 1999
电邮: cpgcorp.china@cpgcorp.com.sg

苏州新工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1355号国际科技园三期19楼A4-6
邮编215021
电话: (86) (512) 6252 8618
传真: (86) (512) 6252 8638
电邮: chai.koa.wen@cpgcorp.com.sg

新艺元规划顾问有限公司
中国苏州市新湖街328号
创意产业园6-401
邮编215021
电话: (86) (512) 6252 7181
传真: (86) (512) 6252 7196
电邮: hr@d-xs.com

我们的国际办事处
中国澳门
CPG咨询 (中国澳门) 私人有限公司
Avenida.Praia Grande, No. 369
17 Andar B, Edificio.Keng Ou, Macau
电邮: cpgbdcomms@cpgcorp.com.sg

越南
CPG越南有限公司 (胡志明市)
Levels 12 and 16 Saigon Riverside Office Center
No. 2A-4A Ton Duc Thang Street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电话: (84) (28) 3821 7000
传真: (84) (28) 3914 3815
电邮: cpgvietnam@cpgcorp.com.sg

CPG越南有限公司 (河内市)
Unit 303A - Coalimex Building
33 Trang Thi Street, Hang Trong Ward
Hoan Kiem District
Hanoi, Vietnam
电话: (84) (24) 3938 7073
传真: (84) (24) 3938 7072
电邮: cpgvietnam@cpgcorp.com.sg

印度
CPG咨询 (印度) 私人有限公司
Prestige Craig House No. 21/30
Craig Park Layout, Mahatma Gandhi Road
Bangalore 560001, India
电话: (91) (80) 2559 0281/282/283/284
传真: (91) (80) 2559 0285
电邮: cpgcorp.india@cpgcorp.com.sg

菲律宾
CPGCorp菲律宾有限公司
Suite 505, Taipan Place
F. Ortigas Jr. Road (formerly Emerald Ave.)
Ortigas Center, Pasig City 1605
Philippines
电话: (63) (29) 10 8001
传真: (63) (29) 10 5000
电邮: cpgbdcomms@cpgcorp.com.sg

阿联酋
CPG咨询 (迪拜) 私人有限公司
Khalifa Juma Al Nabooda, Office 105
Sheikh Zayed Road, PO Box: 124358, Dubai, UAE
电话: (971) 4 321 9177
传真: (971) 4 321 9478
电邮: cpgdubai@cpgcorp.com.sg

28 /   联系我们



新加坡 万礼火化场及骨灰安置所

新加坡 国会大厦

中国 奉贤区总体规划

新加坡 新加坡植物园 新加坡 中央消防局

新加坡 陈笃生医院 新加坡 马来传统文化馆

越南 岘港国际机场新加坡 金银岛别墅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

新加坡 罗切斯特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