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南宁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示范工地
（第二批）名单（11个）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
天健·和府1#~13#楼、
14#楼（幼儿园）及地

下室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廖   阔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谢春鹏

2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技术

业务综合楼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张   刚

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朱雯雯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蓝秋云

3
东方.智尊堡（7#、8#

楼及其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玉光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朱怀国

4

南宁华润五象康养项目
地块一（1-3#、5-8#、
9#、10#、11#、12#
、13#、18#及其地下

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吕海峰

5
朝阳溪污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一标段）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宁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廖绍国

6
南宁市五象新区DK国际

项目1#楼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海荣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李开毅

7

星都荟（三期）工程
（21#、22#、23#、

25#、26#、27#、28#
、29#、30#、31#、
32#、S6#及三期地下

室）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张国胜

8
碧桂园·公园壹号8-12号

楼、二期地下室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梁   平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   楠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谢淑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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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医疗器械生产项目1#宿
舍楼、2#宿舍楼、5#厂

房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丁铁军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天伟

10
千方·百境1#楼、2#楼

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覃必英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惠芳

11
霖峰壹號三期（18#、
19#、20#、F区商业）

及E区地下室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姜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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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南宁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          
（第二批）名单（109个）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
威宁·首府一期1#、2#

、3#、5#楼和幼儿园、
地下室B区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永科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屈   炫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   强

2
广西空管分局值班用房

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梁超强

广西南宁建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韦宏山

3
南宁市轨道交通安防中

心工程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之仁

南宁市建晖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谢建国

4
广西艺术学院艺术创意
人才培养实验实训大楼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方   源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谭   杰

5

南宁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
期工程（国凯大道-金桥
客运站）施工总承包02
标土建6工区新秀公园站

围护结构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陆云贤

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叶永茂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覃海成

6
阳光城·檀悦1#-3#楼、
5#、6#楼及四期地下室

名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莫   海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蓝秋云

7
五象·大唐果1#-8#楼及

其地下室
浙江中垚建设有限公司 庞有才

8

南宁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
期工程（国凯大道-金桥
客运站）施工总承包03
标土建15工区金桥客运

站围护结构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覃其庆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高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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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宁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
期工程（国凯大道-金桥
客运站）施工总承包03
标土建10工区虎邱站围

护结构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子勇

10
南宁新中智慧园（一

期）
浙江融兴建设有限公司 胡越飞

11
联发·君悦（1#、2#、
3#楼、商铺及地下室）

汕头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刘   健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   松

12

南宁市第二十六中学1#
、2#楼危旧房改住房项
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南宁市星湖路北二

里8号危旧房改住房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   涛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李胜超

13
民族大道北侧山体公园

路网完善工程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莫志强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伍子川

14
南宁市良庆镇良庆街新
三街38号危旧房改住房

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冯志峰

广西正峰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彩勤

15
广西交通工程检测养护
装备材料生产研发基地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韦春娴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韦合基

16
南宁市意洲嘉园盛景商
住小区（1—4#楼及地

下室）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任新建

广西磊鑫建设有限公司 陈   婷

17
绿地新里·璞悦公馆房地

产项目三期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沈艳东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余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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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宁航空运营中心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杜春来

广西南宁建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贺应爱

19
横县现代豪庭商住小区
三期5#、6#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谢   明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邓鹏程

20
阳光城·檀悦12#、13#

楼及二期地下室

江苏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建华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蓝秋云

21
金科博翠山（一期）
1#~8#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曹健伟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卢月钦

22
水颜岭路（鞍马岭路-兴

工路）工程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卢复昌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韦   科

23
广西日报社茅桥片区危

旧房改住房项目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海永

广西南宁建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梁光炼

24
吉丽嘉逸1栋住宅及地下
室、9栋A~B单元住宅

及地下室、幼儿园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汤连龙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   敢

25

吉丽嘉逸2栋、3栋、5
栋、6栋A单元、6栋B单
元、7栋、8栋住宅及地

下室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汤连龙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   敢

26
云星·钱隆首府D2地块
（1#楼、2#楼、3#楼

、5#楼及地下室）
广西金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双龙

27
八桂绿城·富康园公共租

赁住房（二期）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金元

南宁市万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磨卫礼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黄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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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南宁首创奥特莱斯项目
A1~A2#楼、B1~B2#
楼、B4~B7#楼、C#楼

及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唐存礼

耀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孔令平

29

南宁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
期工程（国凯大道-金桥
客运站）施工总承包01
标土建4工区周家坡站围

护结构

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富强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朱建华

30
广西大学学生公寓（新

东园）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冯兴权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   敢

31

南宁市轨道交通2号线东
延工程（玉洞-坛兴村）
施工总承包-土建4工区

主体围护

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宋晓峰

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杨尚华

32

广西大都恒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建工城
”7号地房地产项目（中
国-东盟信息港南宁核心

基地智慧生活民生工
程）3、5、7、8、9、

10#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周   阶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刘   伟

33
轨道·壹号城6号楼、7号
楼、8#、9#楼及地下室

项目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李登星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陈喜球

34

南宁市华润置地广场一
期B地块（22#-23#、
25#-27#及地下室、门

卫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冉龙兵

35
南宁华润五象康养项目
地块二（19-23#、25#

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世学

36
仙葫经开区那舅社区新
村坡1#2#三产综合楼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蒙志来

广西昊成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曹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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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西乡塘区工业标准厂房

建设项目南区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张   玲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徐   斌

38

中海国际社区15#地块
1#、14#、15#、S03-
1#、S03-2#、S04#商

业及地下室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陈双喜

39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
期）项目25号地块

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董佳佳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姚万红

40
荣和公园大道·华府项目

1#2#3#5#6#楼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克强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   海

41
宾阳碧桂园9#、10#、

11#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谢良兵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   垌

42
三千悦1-3#、5#楼，
S1-S2#楼，6-7#大门

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陆   琦

43
南宁万达茂C5地块E5栋
、E6栋、ES5栋、ES6栋

及E5-E6栋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学英

44

华夏文博园一期（高层
住宅5#-9#楼、裙楼、
4#商业楼、高层区地下

室）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熊   君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李   新

45
南宁碧桂园·时代城1#、
2#、3#楼及1#地下室

一期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肖   赞

46
南宁宝能城市广场项目
五期工程办公A、商业

Mall、地下室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蒲伟平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董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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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高技

能人才学生公寓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莫玄光

广西正峰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梁任伟

48

教育园区（西片区）里
建、宁武农场城中村棚

户区改造项目（A标
段）

广西正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   镇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蒙禧林

49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
五工程有限公司武鸣基
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窦元佳

50 万丰·新新传奇一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谢劲斌

51

教育园区（西片区）里
建、宁武农场城中村棚

户区改造项目（B标
段）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蓝   波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赖胜强

52 南宁市西庄路小学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李秋明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吴绍忠

53 四季绿洲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曾全森

南宁市三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焕玲

54
阿尔卑斯房地产项目1#

、2#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实才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许润德

55
南宁市抗洪救灾物资储

备中心一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邱海宗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梁天海

56 海润大厦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艳琴

南宁市鑫帅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黄志高

5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二七二
地质队危旧房改住房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吕谋贵

南宁市建昶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刘红兵

58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教学

综合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莫曼毅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何江玮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肖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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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南宁综保区汇通产业园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玉兰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聂菊香

60
南宁市第二中学危旧房

改住房改造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铸明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陈   冲

61
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
综合实验室二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名师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马凯琛

62
广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周明明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练祖伟

63

“建工城”1号地房地产
项目（中国—东盟信息
港南宁核心基地智慧生
活民生工程）1#-3#、
5#-8#、10#-13#住宅

楼部分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卢晓燕

64

“建工城”3号地房地产
项目（中国—东盟信息
港南宁核心基地智慧生
活民生工程）1、2、7-
10号楼、集中商业及其

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韦文世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黄东雨

65

“建工城”2号地房地产
项目（中国—东盟信息
港南宁核心基地智慧生
活民生工程）1#、2#、
8#、10#住宅楼、2号
地地下室合商业部分工

程施工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天良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卢晓燕

66

御珑府项目一期工程
（A1-A3、A5-A12、

B1-B3、B5-B13、B15-
B21、S3、地下室）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和伟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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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南宁市邕宁区清泉小学

项目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尤树英

广西康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   梁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廖   华

68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第三实训教学楼

广西莲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   蓉

广西鸣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陆世滟

69
威宁首府·德逸园1#～
3#、5#～8#楼和地下

室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黄桂炽

南宁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肖伦贵

70
威宁·世纪花城经济适用
住房项目一期A1~A5#

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孟秋

广西南宁建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韦   凯

71 荣顾·书香门第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武光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伍开林

72
中国-东盟传统医药文化
交流中心、学术报告厅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莫树初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王名俊

73

“建工城”4号地房地产
项目（中国-东盟信息港
南宁核心基地智慧生活

民生工程）施工（1-3号
楼、5-7号楼、A3#、地

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刘媛琴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周桂初

74
美的慧城1-3、5-10#楼
、S#楼及1#地下室、

2#地下室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熊明才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李赵设

75
广西警察学院仙葫校区

学术报告中心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贾   莹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黄   学

76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全
科医生规范化临床培养

基地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敏东

广西力元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凌文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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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鑫邦华府(A栋、B栋、C
栋、S2商业楼及地下

室）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韦焕明

广西鸣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陆世滟

78
上林县人民医院内儿科

综合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禄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李浩强

79 皇巢北郡 广西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业宽

80 南宁民族大饭店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邓李军

81
中国铁建·凤岭国际城

1#2#3#5#6#7#8#9#1
0#楼及地下车库

中铁城建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邓二林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韩   华

南宁市建昶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海亮

82
南宁吴圩机场第二高速
公路工程（城市快速路

段）二期工程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罗成斌

83

檀府印象（一期）檀熙
12#楼、13#楼、15#楼
、16#楼、17#楼（安
置商业楼）及其地下室

、幼儿园、小学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卢向忠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蓝   爽

84
崇左市复退军人医院精

神科住院楼2#楼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张   龙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   波

85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贵南高铁武鸣制

梁场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荣会

86
南宁市中海社区二小项

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归达森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黄   坚

87

南宁市水塘江综合整治
工程PPP项目环境综合
整治配套设施项目（加
药间、变电站、出水在
线检测间、门卫室、污
泥处理间、综合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杨昆鹏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刘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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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南宁市轨道交通2号线东
延工程（玉洞～坛兴

村）施工总承包（场段1
工区）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肖   文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文民

89
广西银行学校相思湖校

区C-1-2学生宿舍

广西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卢   健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李   侃

90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
期）项目27号地块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路龙伟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肖   纯

91
嘉和城白鹭前湖11、12

、13栋（含地下室）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帅杰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胡雪松

92

振业·启航城1#楼、2#
楼、3#楼、5#楼、6#
楼、13#楼、15#楼及

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覃延昌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马升泽

93 武鸣河多线特大桥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荣会

94

金域滨江项目5#、6#、
15#、16#、17#、18#
、19#、20#、21#楼及

DA地下室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康虎

95
美的旭辉城1#、2#、

3#、5#、6#、7#、8#
、9#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俞一波

96

广西田东石油化工总厂
长堽路三里116号危旧
房改住房改造项目（1#

、2#）施工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冼   冠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武据

97
锦悦江南1#、2#、3#

、5#楼及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孙   松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郑   宽

98
中梁国宾熙岸（1#～3#

、5#～10#楼及地下
室）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顾锋超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汤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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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福瑞尊府6#、13#、

21#、30#、31#、32#
、33#、35#楼

广西大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寿欢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徐   锐

100
嘉和城塞纳左岸12-13
栋、15-16栋（含地下

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赖其发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龙   毅

101 彰泰郡II标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韦佩云

102 嘉和城依云湾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向国飞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昭

103
南宁市第三十六中学江

南校区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韦焕猛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韦合基

104 广汇名都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文鹏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王奇志

105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危旧

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梁景章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兰  伟

106
马山云星钱隆世家（一

期）1#楼、2#楼
广西金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善勋

107
南宁市教育局直属第一

幼儿园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左   川

南宁市工程咨询规划事务所 覃   思

南宁市鑫帅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奇坤

108 广西前海人寿医院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 乔红政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璐斯

109
现有高速公路东环改快
速路一期工程-昆仑大道

立交工程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吴   伟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袁海波

重庆兴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程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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