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南宁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示范工地（第一批）
表彰名单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企业/监理企业
项目经理/总
监理工程师

1
五象澜庭府臻苑3#、5#、7#、8#、11#

、12#楼、地下室（二期）

融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卢劲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

梁定有

2 南宁市被服厂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覃金利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梁炳正

3 昌桂·东盟科技村房地产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刘钟杰

4
威宁青运村（地块一、地块二）1#-3#、
5#-13#、15#-23#、25#、26#、27#-

33#楼及裙楼与地下室、幼儿园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郎中秋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王维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明光

5 广西监狱监管指挥中心业务技术用房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杨庆林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余钰

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邓文才

6 南宁天玺国际中心二期项目（D1#）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
公司

罗健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徐浩

7

恒大苹果园四期唐樾青山（C区）一标段
（1#楼、2#楼、3#楼、幼儿园、地下室
一区）、5#楼、6#楼、7#楼、S1-1#楼
、S1-2#楼、S1-3#楼、S3#楼、地下室

二区、小学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蔡俊锋

8
路桥·锦绣熙园（1#、2#、3#、5#、6#
、7#、8#、9#、农贸超市、入户门厅、

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黄丽霞

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潘达说



 2021年南宁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 （第一批）
表彰名单

1
蓉茉大道北延长线（昆仑大道—那况路）

施工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庄艳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冯勋

南宁市富申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林猛军

2
南宁产投创新产业园1#生活服务配套楼、

2#厂房及其他附属工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邹金松

3 南宁昌美幼儿园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邓鑫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阮成意

4
南宁市蓉茉大道北延长线（柳南高速-凤

岭北路延长线）工程施工（重）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陈泉浩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蒙柱辉

南宁市富申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林猛军

5
南宁市双定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清洁

焚烧发电厂工程项目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王结新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刘志文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翟天德

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肖常禄

6 光明湖畔苑1#-5#楼、门卫室、地下室
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文艳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

朱怀国

7
南宁五象新区物流基地35号路（华威路-

物流基地11号路）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姚聪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麒

8
中海哈罗学府二期（16-18#、22-24#楼

及其地下室）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卫东



9
南宁市双定循环经济产业园污泥处置厂工

程项目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王结新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刘志文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翟天德

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肖常禄

10
南宁市双定循环经济产业园有机垃圾处理

厂工程项目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王结新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刘志文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翟天德

南宁建宁康恒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肖常禄

11
南宁五象新区金海路（振邦路-庆华路）

工程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俭全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谭监益

12
 南宁五象新区新良路（玉洞大道-坛兴

路）工程一期（玉洞大道-冬花路）施工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冯威梦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吴耀国

13
轨道交通4号线沿线道路维修整治工程

（东段）（Ⅱ标）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长俊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廖绍国

14
南宁市振良大道（平乐大道-良华路）工

程施工3标段
（AK1+520—AK1+943.359）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关志忠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明光

15
南宁市五象新区新英路（华威路-物流基

地11号路）工程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郑锡明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黄有立



16
南宁五象新区平乐大道东片区路网二期工

程3标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黄建东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麒

17
洪运路（海城路-国凯大道）（K0-

45.25~K1+088.748、
K0+874~K0+965.8）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黄惠平

广西宁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杨刚

南宁市万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甘彩云

18 广西蚕种质量检验检疫大楼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王桂川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刘月卫

19
中海半山壹号13#、20#、21#、

25#~31#、41#、42#、49#~52#、59#
、70#、71#楼及地下室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周国林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陈源源

20
蜂巢信息数据产业园（A1#、A2#、A3#

、A4#、A5#、B1#、地下室）

广西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沈志恒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吴晓峰

21
新建云桂铁路沙井货运中心杨村回建小区

路网项目

广西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洁武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韦艳妮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周先领

22
中南十洲（一期）1#、2#、7#-10#、

15#、16#楼及地下室

融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赵佳旭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献良

23
龙湖春江天越一期（5#楼、6#楼、7#楼
、8#楼、9#楼、B区地下室及大门2）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葵阳



24
中海半山壹号3#、4#、8#-10#、14#-

19#、22#-24#、43#-48#、53#-58#楼
及地下室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李耿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陈源源

25
中南十洲（一期）18-23#、25-33#、

35-39#、50-52#楼及地下室
浙江中垚建设有限公司 彭显军

26
光明隐栖苑1#-8#楼、幼儿园、门卫室、

地下室

上海域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邹才慧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宋凤坤

27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房医技综合

楼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李志群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陈艳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运福

28 南宁市亭洪路29号汇景台危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高法云

广西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黄元藤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覃晟

29
南宁产投汽车邕宁产业园1号、3号厂房、

现场指挥部及围墙挡土墙工程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孟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朱红吉

30 南宁市玉成路（银海大道—东风路）工程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文旭日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李洲

31 朝阳大厦

中建四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杨盛光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刘开逸



32
领秀前城FL-16地块1#、5#、6#、7#楼

及二标段地下室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邵长平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岳胜

33 广西中医药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黄东兵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黄增勇

34 南宁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综合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胡守斌

广西品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马彦

35 南宁市荔英中学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杨运章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肖益运

广西南宁晟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冯舒桦

36
领秀前城FL-01地块（大岭南片区FL-01
地块）项目三标（2号楼及三区地下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黄小平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

黄子飞

37
领秀前城FL-16地块9#、12#、13#、

15#、16#楼及三标段地下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汪飞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岳胜

38
南宁市测绘地理信息科技研发及展示中心

（一期）地理信息产业大厦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李德收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曹雨恩

39
江南壹品A1#、A2#、A5#、A7#、A8#

、A9#、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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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期）项目35号地块高

层住宅、地下室、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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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路桥锦绣铭城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李树乐

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吴德东

42
泰康之家桂园养老社区5号楼、6号楼、7

号楼及2号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赞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余卓鹏

43
南宁产投汽车青秀产业园项目1#2#3#4#

标准厂房及其它配套工程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刘炳川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韦桂铭

44
宾阳县黎塘工业园区宾州电子信息产业园

综合配套项目（一期）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黄日宗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黄云祝

45 广西蚕业技术推广站科技创新大楼

广西华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绍宁

广西正峰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王波明

46 广西商贸高级技工学校明阳校区食堂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罗桂钦

47 中荣成·德政华府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李泽宏

广西凡泽投资有限公司 覃昌尊



48
凤岭南路三岸住宅片区路网二期工程（纬

一路、纬二路、纬三路）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李元林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蓝盛鑫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于吉东

南宁市富申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龙勇

49 亭洪路延长线（规划一路-规划四路）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
公司

李育金

广西宁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林勃

南宁市万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陈国升

中铁四院集团南宁勘察设计院有
限公司

常超

50 南宁高新区连畴小学改扩建工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黄志武

广西洋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宁雪姣

51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二期南

区学生公寓5#~10#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莫锦锡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宋兴生

52 广西桂台现代农机产业服务园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何裕财

广西桂能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农新生

53
锦麟玖玺（二期）10~13#、15~18#、

S10#、S13#、S18#楼及地下室二期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邓翔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

汤金荣



54 邕宾路上跨贵南客专立交桥工程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
公司

周丽梅

湖南和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廖东生

南宁市富申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龙勇

55 国悦九曲湾碧景园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周春良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许峻峰

南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荣向达

56 融富中心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潘维建

57
路桥·锦绣嘉园一期（1#、3#、5#、7#、

入口门厅及地下室）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林育志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韦学文

58 广西电网公司电力生产调度指挥中心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青立兴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宁如春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梁展利

59
万丰岭上建安1#、2#、5#、6#、7#、
8#、9#、地块一地下室、地块二地下室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韦文军

广西三顺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苏耀枪

60 万科城北区6#-10#楼及地下室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韦小鹏

61
仙葫大道（蓉茉大道以东）、五合大道污

水管工程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原桂海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灵师



62 荣和五象学府和院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周维平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龙辉林

63
宾阳县风景路（黎塘转盘）至马潭路口改

造工程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之路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熊富宾

64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门急诊内科综合楼工

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黄祎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张宁

65
中国-东盟医疗保健合作中心（广西）项

目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孙云贵

66

凯旋1号上水湾（原大西洋上水湾 原船厂
地块）二期11# 12#13#楼、三期

19#20#楼及11#12#13#19#20#楼地下
室

海天中弘建设有限公司 陈金智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贵成

6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江南公路管理局友谊

路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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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秋群

广西南宁宏翔工程建设监理有限
责任公司

胡才

68
领秀前城FL-16地块2#、3#、8#、10#、

11#、17#及一标段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郭保军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岳胜

69
领秀前城FL-01地块（大岭南片区FL-01
地块）项目二标（4、5、7、8号楼及二

区地下室）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彭进全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
设监理公司

黄子飞

70 南宁市邕宁区中医医院迁建工程（一期）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韦宏华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黎荣欢



71
双玺（1#-3#、5#-12#、18#、36#、B

标段地下室）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
公司

严宏伟

福建创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洪山

72
南宁天玺国际中心二期项目（D2#及地下

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
公司

罗健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徐浩

73
横县横州镇长安大道改造工程（二期）II

标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时艳军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杨正春

74 南宁市衡阳东路与厢竹大道立交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孔晓飞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韦富苗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李洲

75 悦桂融创云图之城樾山居项目施工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

限公司
莫业森

76 春吉产业孵化园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黄华艳

77
锦上城一期（1-3号楼、5-7号楼及地下

室）

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斯敏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载标

南宁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霞

78
央玺（7#-13#、22#、23#、31#-33#、

35#-39#楼及B标段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周健



79 南宁市那平江流域治理工程（一期）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冯金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李洪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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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
区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定有

81
海茵·国际花城后期房地产项目6-4、6-5

、6-6号楼建筑工程

南宁连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覃泽

南宁中宁建设监理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郑冬寒

82
南宁五象新区核心区商务街项目（酒店地

块）（1号楼、2号楼及地下室）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王志明

广西南宁信达惠建设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

谭吉仁

83
长湖路北延长线（长湖路-衡阳东路延长

线）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樊笑群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钟希兵

84 南宁市伶俐大桥工程 中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徐海宁

85
超薄玻璃基板深加工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EPC）工程总承包B区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何玉杰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黄志

86
现代城（一期）10#楼、一标段地下室及

一标段首层商业/配套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梁子华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李云舟

87 发展大道（高新大道-创新路段）工程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泳



88 建兴路-厢竹大道立交工程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李岩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程

南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邓孙富

89
广西平南监狱迁建贵港市项目职工住宅生

活区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谢坤荣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黄为林

90 朝阳溪污水提升泵站及配套压力管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郑显钦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楠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段小中

91
南宁第六职业技术学校仙葫校区田径运动

场改造及2#风雨操场建设项目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顺理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栩添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卢栋誉

南宁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黄俊

92 藤州镇杉木冲B2地块富山居3#楼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梁永坚

93
南宁市兴宁区人民医院五塘分院项目（一

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梁夏铭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伍天军

94 806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旭煜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谢冬玲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谷跃明



95 莫村污水提升泵站及配套压力管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甘建瑞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剑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宏军

96 快环综合整治项目（邕宾立交）改造工程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谭雷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雷远翔

97
旭辉江山樾05#-09#楼、B4#、A5#楼、
B5#楼、A6#楼、A8#楼、A9#楼及地下

室二期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胡平丽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志军

98
广西制造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项目9号电子

楼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廖武戈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黄学

99
南宁市核心城区户均年停电时间小于1小

时电力管线建设工程（一期）3标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梁杰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韦富苗

深圳市龙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谭斌

100 南宁市海晖路小学建设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何四普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吴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