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卢文幅

广西南宁信达惠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梁耀军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徐敏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梁俊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韦电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玉龙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先校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秀惠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珺

广西南宁宏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钱海宁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梁玉暖

广西南宁宏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胡才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林健雄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王仕莹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陆伟宁

大连泛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王秀田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胡海云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韦翠红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朱峰

南宁市鑫帅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谭迎军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碧玲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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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宁市园湖南路26号小区危

旧房改住房项目

10 广西分中心综合机房楼工程

3
格兰仕集团白色家电及西南

总部项目1#厂房

5

南宁高新区德艺创新工坊

11 绿城·春江明月15#、16#楼

7

1

广西隆安县易地扶贫搬迁震
东集中安置区配套小学（隆
安县第五小学）（教学行政

楼1#、2#、3#）

2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业

实训中心项目

6

南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1#门
诊医技综合楼及8#地下车库

新民路8号、10号小区危旧房
改住房改造项目

4
南宁市第三职业技术学校新

校区工程总承包招标

8
广西医科大学武鸣区设计-采
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翔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凌海宁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黎娜

广州穗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李海芝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覃永谦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蒙建勋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邓哲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泳林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何显文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李承钟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沈立生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宁椿欢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勇江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强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军航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马立彪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晨杰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余俊

广西大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龚俊伟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马国富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鹏魁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劳庆波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秦运波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蒙侃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斌

26
麒麟尊府C地10-13#、15#楼

地下室

21 广西社会福利院二期工程

17
南宁市核与辐射环境监测、
环境执法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一期项目）

22

三祺·和顺园项目

碧桂园·雍璟台1-17号楼及
地下室

20

广西医科大学东盟国际口腔
医学院项目北地块主体工程
（1#综合楼、2#病房楼、3#

急诊楼）

绿地西城国际花都房地产项
目A地块A1-A3、A10-A11、

S1#、地下室1期

23
碧桂园-星荟1-4号楼及地下

室

绿地新里·璞悦公馆房地产
项目二期

18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南宁七星
路128号小区危旧房改住房

12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危旧房改

住房改造项目

19

13
华发新城四期22#～25#住宅
楼、32#住宅楼、A区地下室

16
五象新都（互联网智慧民生
小区）新华花园1-14号楼及

地下室

25

15 广西教育厅幼儿园建设项目

14
南宁国际旅游中心一期2#、

3#楼及地下室

24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运启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韦继祖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余峰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李洲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冯勋

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莫鹍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黄春玲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高福阳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黄春玲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郑清泉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韦正喻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张志国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宋荧冬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谈晓东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李承钟

广西爱真建设有限公司 骆艳霞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彭绍钧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余钢

南宁市鑫帅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吴小宽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封桂泰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余俊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黄小平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张军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胡宇静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高兴良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陈双喜

27
南宁市沙井大道清川桥底改
造及五一路口、南乡路口立

交工程

30
中海·国际社区15#地块 2#-
5#楼、S01#商业、S02#商业

及地下室

29
中国铁建·安吉山语城（1～
2、5A、5B、7～8、10～11、

13、15栋及其地下室）

36
南宁市燕子岭路十巷（紫燕
园小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

项目

35

珺玺小区三期工程（5号楼、
Q栋、R栋及地下室三期二区
、J栋、K栋及地下室三期二

区）

34

中铁交通·天地明珠（三
期）工程一标段

31
中铁交通·天地明珠（三

期）工程二标段

南宁绿地中央广场房地产项
目C号地块C1-C3号楼、幼儿

园及地下室工程

41 彰泰城（B区）

39

公园里8号、9号、10号、11
号、12号、T5号、T6号、T7
号、T8号、T9号号楼及D2b地

下室

38

领秀前城FL-30地块3号、5号
、11号、12号、20号楼、S6
号楼商业、S12及S20号商业

、地下室工程

33

37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教师宿舍

工程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西区分
行营运用房建设项目土建工

程

32

28
南宁市仲龙路八尺江大桥工

程

40
绿地新里·璞悦公馆房地产

项目一期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韩亚新

广西嘉华建筑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梁警文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拴牢

南宁三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焕玲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唐剑锋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王宁川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岳深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黄春玲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方成威

南宁市三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廖建标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宏杰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易法银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宏杰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易法银

桂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郭明合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黄炳赛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张洪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韦健洪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蔡宇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彭秋平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谢玉君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志平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曾钲骅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唐建波

南宁市鑫帅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梁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梁瑞猛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姚万红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江阿斌

49

绿地西城国际花都房地产项
目A地块A5-A9#、G1#、地下

室2期工程

绿城水务调度检测中心

48
南宁五象新区环球金融中心
四期工程T4总部办公楼

47

43
南宁综合保税区商务中心1#

、2#楼

42 广源·华府壹区一期

52 京华广场

51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南宁
市新竹路28号新竹宿舍区危

旧房改住房项目

45

54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

目工程3标段

53

50

南宁五象新区环球金融中心
二期工程T2总部办公及星级

酒店

46 标准厂房·二期工程

55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期）项

目24号地块

南宁市第一中学五象新区
（高中部）

大唐·天城三期

东盟（南宁）国际汽车文化
产业园房地产项目C号地块

44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琦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舒从龙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乃新健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沈果

浙江新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国东

广东建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吴春华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杨建

广西桂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蒙宇绍

中铁隧道集团四处有限公司 劳冰峰

中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范学博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刘康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王昕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潘桩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卢杉盛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黄焕然

南宁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胡兴荣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耿彬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陆霖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梅光团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唐昂

南宁综合保税区公租房项目
5#、6#、7#楼

68

66

67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凯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杨鹏

64

柳南高速公路改快速路工程
（三岸收费站—那容互通立
交）（那平江～南环铁路立

交桥）

57 汇东星城三期3F#、3G#楼

56
东盟商业广场2#、3#、6#、

10#楼及地下室

南宁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
程总承包02标土建10工区楞

塘村站主体围护结构

59
南宁市江南区石柱岭一路11
号小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

目

60
金域中央6#、12#、13#、15#
、16#楼、S1#幼儿园、S2#商

业及一期地下室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廖述勇

南宁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
程施工总承包01标土建1工区

那历村站主体围护结构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廖述勇

63
南宁市长堽路延长线（松柏
路-蓉茉大道延长线）工程

58 威宁·邻家金菊广场工程

61

65
广西大学君武文化艺术教育

中心项目

南宁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
程施工总承包01标土建1工区

洪运路站主体围护结构

南宁市红光路（蓉茉大道延
长线-长堽路）工程
（KO+000-K1+62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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