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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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
中国—东盟信息港小镇（研发中心）

项目（EPC）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何金成

2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五象新区医院一期工
程(1#门急诊大楼)、(2#医技综合楼)、

(3#住院综合楼)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赵华

3 邕熙华府（1-6号楼及其地下室）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天龙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苏华

4 美的悦江府1-7#楼及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玉英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龙武光

5

星都荟一期工程（10#、11#、12#、
13#、15#、16#、17#、18#、19#、

20#、S2#、S3#、S5#及一期地下
室）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梁先军

6 南宁·中关村科技广场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蒋瑞银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张寿威

7 荣耀中心（A座及地下室、B座）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学永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

卢晓燕

8
五象云谷云计算中心一标段（生产厂房

A1-A3及其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薇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方兴

9 绿港·金瑞产业城（一期）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
公司

许文辉

广西正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胡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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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煌埔·第壹城1#、2#、3#、4#楼及一

期地下室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韦晓辉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李昭海

11
中国电信东盟国际信息园（一期）2#
数据中心及其附属设施相关土建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周林哲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吴上才

12
阳光城江山璟原1-3、5-12号楼及地下

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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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南宁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 （第二批）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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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9#、11#-13#住

宅楼部分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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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周转宿舍
综合楼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

程总承包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郭亦兵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潘建宁

3 彰泰·凤岭江湾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周盛

桂林南方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杨金旺

4
东盟文化园配套道路工程-滨江路（青

坪大桥-三岸大桥）

南宁市基础工程总公司 李铭

南宁市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韦健洪

5 万科城南区17#、18#楼及地下室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侯喜成

广东建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陆贤辉

6 南宁市民族大道北侧绿地山体公园二期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庆善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腾

7
南宁国际物流基地12号路（物流基地

24号路—3号路）工程（南段）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军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楠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宋斌

8
横县石塘镇卫生院业务综合楼项目（一

期）
中铁中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伟

9 那平江污水处理厂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杜凯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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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0
五象投资大数据产业园2期（1#-5#、

行政办公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黄知华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麒

11
联东U谷-南宁高新科技创新谷项目

（一期）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任玮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赵建强

12 邕宁老城区控源截污改造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世友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

覃保国

13 申能达科技孵化园科技楼
广西长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潘以精

南宁市建晖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韦宗花

14 南宁市邕宁区龙岗商务区支路2号路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陆海星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覃柳媛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夏德斌

15 那拌路（蓉茉大道—长福路）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陆轩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桂东

16
南宁市凤岭北片区储备用地场地平整及
道路项目三期工程（凤岭10、29、31

号路）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峰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马跃军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付云强

17
南宁市凤岭北片区新增路网完善工程
（凤岭15、28、30、32、33、34、

35号路）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农继华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正素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梁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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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8
南宁市凤岭北片区路网完善工程B区道
路（向明路、金菊路北段、玉兰路北段

、凤岭8、13号路）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志伟

大连泛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张明君

19 蓉茉湖东路（那拌路-长虹路）工程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鹏翔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桂东

20
武鸣灵水壮乡文化小镇北-C1#、北-

C2#、北-B1#~-B5#楼及地下室

湖南华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利强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廖文斌

21
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东盟校区学

生宿舍G3、学生宿舍G7-G12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庞忠军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唐朝斌

22
北投南宁公路枢纽物流基地牛湾物流园

区项目（一期启动区）1标段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吴祖成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农家恩

23 奥园瀚德棠悦府（一期）
广西万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曾伟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廖章斌

24
翠湖路（富成路-沙井大道）工程（备
注旧五一路（翠湖新城-沙井大道）工

程）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何祖金

深圳市龙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林松刚

25
中海哈罗学府一期（7-12#、19-21#

及一期地下室）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郭振超

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黄澄

26
中国移动（广西）数据中心一期土建工

程1#机房、2#机房和维护支撑用房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高旭明

27 悦桂融创明阳99亩项目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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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28
南宁市第三十七中学2#教学综合楼建

设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李铮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

梁定有

29
领秀前城FL-08地块8号、9号、11号、
12号、13号、15号、16号楼及地下室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胡炜恺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雷清增

30
天健城二期（8号楼～21号楼、地块二

地下室、地块三地下室）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黄方和

深圳市长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李军

31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

一标段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水兵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潘枝高

32
东盟绿地大学城（二期）项目CR29号

地块

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洪江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卢国敏

33
领秀前城FL-24地块6号、7号、8号、
11号、12号、13号、M2号楼及地下

室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孟欣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李自勋

34
广西二轻技工学校新校区（农民工培训

示范基地）2#学生宿舍楼工程
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巫连猛

35 隆安县那桐养老服务中心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苏寿进

36
南宁市新民路24号危旧房改住房项目

（E#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洪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何克文

广西力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贤大深

37 建政路3号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黄锟

南宁市建昶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

李经崇

38
盛世金悦1-3#楼、5-9#楼、南门

（10#楼）、东门（11#楼）及地下室
广东电白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唐白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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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39 广西医科大学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龙期亮

广西宏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商天鸿

40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

目一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文黎明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吴盛新

41 金科天籁城1#楼-4#楼及地下室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朱国安

42 振宁·星光广场8#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兴南

南宁市建昶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
限公司

奚富强

43
路桥·锦绣康城（1-3#、5-13#、15-
18#、幼儿园、入户门厅、地下室）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曾荣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方才武

44 欢乐之家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李兴杰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彭剑芬

45 金悦大厦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魏征

广西正峰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覃佑峰

46
当代锦园MOMA项目1#、2#、3#、

5#、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刘伟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曾志明

47
龙湖春江天越一期（1、2、3、10、
11、12号楼A区地下室及地下室）

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钱任玉

48 桃林大厦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庞文新

广西正峰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王波明

49
领秀前城FL-08地块1号、2号、3号、5
号、6号、7号、10号楼及一标段地下

室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冯通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雷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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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50
海茵·国际花城后期（综合楼）房地产

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达添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蒙小飞

51
绿地控股集团东盟总部项目地块三（1

号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波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蓝爽

52
绿地控股集团东盟总部项目地块二（3

号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波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蓝爽

53
绿地控股集团东盟总部项目地块四（1

号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波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蓝爽

54 广西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潮威

55 南宁市三屋产业城
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段斌

广西冠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卢桂海

56
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二期K1地块科创

苑“东盟多式联运智慧产业城”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陈海发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班庆华

57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期）项目26地块

高层住宅及地下室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王冰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谭宝才

58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期）项目33地块

高层住宅及地下室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王冰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谭宝才

59 南宁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业务综合用房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黎喜龙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张霖

第 8 页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60
华夏文博园一期（高层住宅1#-4#、

10#-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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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乔

61
南宁绿地中央广场房地产项目D号地块

（二期）（D1号楼、地下室1区）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范大昌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吴强

62
五象·澜庭府沁苑7#、8#、9#、12#、

13#、15#、17#楼、幼儿园、（二
期）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黄贤规

63
江南壹品A-3#、A-4#、A-6#、A区地

下室及A区基坑支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周伟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刘伟

64
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商业A

区一期A2、A4项目（A2）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陈德清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蒋毅

65 轨道·御水雅居（1~33层）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朱方文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蒙小飞

66 大都郡二期总承包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黄吉平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刘伟

67
中国（南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

核心区银海保税仓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覃振儒

68 广西纺织工业学校实训教学楼项目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丽娟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文荣

69
南宁市衡阳东路（规划二路—中兴大

道）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李柯润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于吉东

第 9 页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70 人和·公园溪府项目（一期）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吕桂飞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李有琼

71
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七星路126号小区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马小云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学研

72 预制构件厂房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威

73
民族苑小区1#、2#、3#楼及地下室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李学宁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徐小杲

74 荣和·邕江华府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陈波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郭宇进

75 荣和公园里西区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邱伟

桂林南方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余卓鹏

76
南宁市厢竹大道55号住宅区（厢竹

苑）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黄荣昌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谢能承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方才武

77
南宁市“三街两巷”项目金狮巷银狮巷

保护整治改造（二期）公益性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金龙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梁志飞

78
广西大学科技园2#、3#标准厂房楼

（科技研发中心）及其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许活正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徐小杲

79 南宁华润置地广场二期地块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陆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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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柏翠湾（1-3#楼、S1号楼及地下室）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胡伟斌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沁宸

81
南宁启迪东盟科技城（智慧城市）—
高科技企业总部一期（A5#、A6#、

A7#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覃加苏

82
路桥·锦绣御园（1、2、3、5、6、7#

楼及其地下室、幼儿园、门厅）

广西建工集团联合建设有限公司 蒋必雅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梁祥夫

83 广林五象物流园2#仓库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李立文

84 凤岭国际酒店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红军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阮成意

85 尚上居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黄高云

86 南宁市茅桥水质净化厂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杰

87
 彰泰学府S1#、1#、2#、3#-8#、

16#-17#楼、18#-21#楼及A区地下室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赵云龙

88
广西军粮配送中心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

目15#、16A#、16B#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莫世生

南宁市建晖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周云仙

89 南宁联发臻境一期主体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勇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延辉

90
“威宁·世纪花城”经济适用住房项目

（配套幼儿园和门卫室）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陆波

91
吉丽嘉逸19~21栋住宅、22栋商业及

地下室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胡杰辉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黄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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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广西华侨学校改扩建项目（5#学生宿

舍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唐将

广西建业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易涵

93 万丰·新新传奇二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

公司
郭玉进

94
贵港市港南区工业园区工业二路（西一

段）基础设施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覃杨慧

广西新衡通工建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郭志极

95
南国乡村·农村综合旅游景区（一期）

项目（云南园、贵州园、四川园、江南
园）

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李水平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洪刚

96
武鸣云星钱隆江景二期（6#、7#、8#
、9#、12#、13#、16#-23#、26#门

楼及二期地下室）

广西金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定邑

广西建业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叶海英

97 和美春天住宅小区三期（高层）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解玉燕

广西和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戴晓东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卢贵修

98 朝阳溪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二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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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南宁云星钱隆江景
广西金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曦

桂林南方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典

100 北湖北路（手拖厂—秀厢大道）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郝智生

101
广西建工集团南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项目ALC生产车间、ALC堆棚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 李红海

广西建工装配式建筑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梅光有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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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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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区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伯平

103
吉祥·凤景湾二期3B#、5#、13A#楼，
13B#楼六单元（5#楼），13B#楼七

单元，3B、5#、13A#楼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杨清伟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杨开平

104 南宁市哈罗礼德学校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跃平

105
融创·九熙府二期（13、15、16号楼商

业及住宅、门岗、地下室一标段）
浙江恒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谭恒彪

106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四塘校区交通运

输实训基地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周文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蒙建勋

107
江南悦府B标段（B1号楼、B2号楼及B

标地下室）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
钟翔

108 茅桥污水提升泵站及配套压力管工程 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梁鑫元

109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校区项
目（一期）工程总承包6号宿舍楼、后
勤综合楼及风雨操场、学生第一食堂及
教工食堂、大学生活动中心、实验实训

综合楼及第三教学综合楼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姜昊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春忠

110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北路

（武华大道-伏波大道）项目长岗大道-
伏波大道标段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奕

111 宾阳县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及二期工程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志勇

112
银河龙湖江与城一期二标段3号楼、5-
7号楼、S2号楼、幼儿园、南大门、北

大门、一期二标段地下室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吕松阳

113 濑侄西江双线特大桥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荣会

114 万科城北区5#、25#、S1#楼及地下室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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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期）28地块1#-

3#、5#-6#、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军朝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谭宝财

116 南宁市沛鸿民族中学沙井校区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贝林财

南宁市万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陈国升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韦合基

117 龙光阳光河畔
龙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蒋林杰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潘知辉

118
央玺1-3#、5#、6#、15-21#、25-

30#、40-42#、A标段地下室及C标段
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毅德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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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区江南公园站主体结构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 慕利国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朱建华

120
武鸣滨江学府（1-3#、5-13#、15-

18#楼及地下室）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吴芳梅

121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南宁市古城

路2号职工住宅小区危旧房改造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熊琦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冼立宁

122
文化街二期21-23、25-33#楼及地下

室

广西万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友义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李剑

123
南宁市兴宁区民生街道办官桥四组综合

楼一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黎永福

124

南宁五象智慧健康城地块一33B#、
37#、42#、43A#、43B#、45#、

46#、47#、50#、51#、52#、53A#
、53B#、55#、56#住宅楼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李焕颢

广西北投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李政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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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亭洪路西延长线工程（五象大道延长线

-江南大道）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梁文新

南宁市万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赖浩添

广西桂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韦继祖

126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相思湖新校区19#及

20#学生宿舍楼建设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麦健灵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俊喜

127

南宁国际综合物流园三期项目（西南超
市仓储配送中心）汽贸综合综合服务体
二期项目（1#2#5#仓库、地下车库、

公厕）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高志伟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唐钟锋

128 南宁市凤岭北路中学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生界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陈朝团

129 中建路桥集团横州大桥及引道工程项目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周玉亮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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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工区邕宾立交站—降桥站区间

、降桥站—金桥客运站区间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凯

中铁一院集团南方工程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高玉华

131

吉祥·凤景湾二期11#楼、12#楼，
13B#楼六单元（11号楼），13B#楼
八单元，13B#楼C居民活动场所，幼

儿园，11#楼、12#楼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刘绍明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雷进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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