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南宁市建设工程质量优质结构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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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顾·书香门第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覃国才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伍开林

2 荣顾·书香门第2#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覃国才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伍开林

3 5000吨中药配方颗粒异地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邱泳文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黄子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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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领秀前城FL-29地块08、09#楼及

地下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王政斌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雷清增

6

广西幼儿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武鸣
校区项目（一期）工程1号宿舍楼、
2号宿舍楼、3号宿舍楼、4号宿舍
楼、5号宿舍楼、7号宿舍楼、青年

教师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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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横县示范性公办养老福利大楼 广西强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龙世雨

8
南宁东盟企业总部港F组团（F1至

F4栋）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刘红合

广西南宁建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承余

9 荣和·悦澜山21#楼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姜彬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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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10 荣和·悦澜山15#楼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姜彬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周昌

11 前海人寿南宁医院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 成琳洁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廖宏川

12 南宁高新区心圩派出所备勤楼项目

广西莲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廖海峰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蒋宗秋

13
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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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广西中医药大学宿舍综合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班廷首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韦学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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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夏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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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梁存海

18
绿地新里·璞悦公馆房地产项目3号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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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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绿地新里·璞悦公馆房地产项目5号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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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绿地新里·璞悦公馆房地产项目6号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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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南宁市轨道交通5号线03标土建17
工区邕宾立交站~降桥站~金桥客运

站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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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南宁华润置地广场一期B地块

（22#-23#、25#-27#楼及地下室
、门卫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冉龙兵

23  南宁市那元路改扩建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
司

廖恒钰

南宁市建昶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奚富强

24
快环综合整治项目（秀灵—友爱立

交）改造工程（近期）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郭庆凯

湖南和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钟旭红

25
千方·百境1#楼、2#楼及地下室

（1#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李培壬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惠芳

26
千方·百境1#楼、2#楼及地下室

（2#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李培壬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惠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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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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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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都龙科技园（2#厂房）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洪胜彬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蒙生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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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悦桂融创明阳99亩项目(1#楼、2#

楼、3#楼、5#楼、6#楼）
佳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正军

32
保利心语二期7号楼、8号楼、门楼

及7、8号楼、门楼地下室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成

33 保利心语二期10号楼及地下室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成

34
南宁启迪东盟科技城（智慧城市）-
产业配套智慧城市住宅三期（C22#

、C23#楼及地下室）
广西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小梅

35
领秀前城FL-05地块1号、2号、3号

、5号、10号、11号楼及地下室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郑小军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
理公司

黄子飞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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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印象愉景湾地块一10#、11#、12#

楼及其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昆昆

38
印象愉景湾地块一13#、15#-19#

楼及其地下室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吴昆昆

39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目12#

女生宿舍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美英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曾海龙

第 4 页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

师

40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目16#

女生宿舍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美英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曾海龙

41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目13#

男生宿舍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美英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曾海龙

42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目17#

男生宿舍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美英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曾海龙

43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目19#

男生宿舍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美英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曾海龙

44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目22#

男生宿舍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美英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曾海龙

45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新校区项目20#

男生宿舍工程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美英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曾海龙

46
南宁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施工
总承包02标机电17工区五象车辆段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平

47 南宁吉丽嘉逸项目2栋住宅及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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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南宁吉丽嘉逸项目3栋住宅及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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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南宁吉丽嘉逸项目5栋住宅及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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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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宾阳县黎塘工业园区宾州电子信息
产业园一期4#、5#、6#标准厂房

（5#标准厂房）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傅康俊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云祝

51
宾阳县黎塘工业园区宾州电子信息
产业园一期4#、5#、6#标准厂房

（6#标准厂房）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傅康俊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云祝

52 邕熙华府（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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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邕熙华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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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威宁世纪花城经济适用住房项目A1
、A2、A3、A4、A5#楼及南区地

下室（A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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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威宁世纪花城经济适用住房项目A1
、A2、A3、A4、A5#楼及南区地

下室（A5#楼及南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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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东盟绿地大学城（二期）项目CR29

号地块1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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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东盟绿地大学城（二期）项目CR29

号地块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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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东盟绿地大学城（二期）项目CR29

号地块3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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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东盟绿地大学城（二期）项目CR29

号地块5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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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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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东盟绿地大学城（二期）项目CR29

号地块6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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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中国（南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
验区核心区银海保税仓项目（1#物

流建筑）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覃振儒

62
中国（南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
验区核心区银海保税仓项目（2#物

流建筑）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覃振儒

63
中国（南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
验区核心区银海保税仓项目（保税

仓引桥）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覃振儒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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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嘉和城依云湾1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齐生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何莹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昭

66 嘉和城依云湾2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齐生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何莹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昭

67 嘉和城依云湾3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齐生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何莹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昭

68 嘉和城依云湾11栋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齐生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何莹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昭

69
嘉和城温泉小镇1-3、5、6栋及地

下室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恩超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黄裕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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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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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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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文民

72 南宁市哈罗礼德学校幼儿园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跃平

73 南宁市哈罗礼德学校小学+初中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跃平

74 南宁市哈罗礼德学校高中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跃平

75 南宁市哈罗礼德学校宿舍楼 泰兴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蒋跃平

76
南宁五象新区宝能城市广场项目四

期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蒲维平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董利民

77
华夏文博园一期（高层住宅1#-15#
楼及裙楼、4#商业楼、高层区地下
室)（5#楼、6#楼、8#楼、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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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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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健康食品生产1#厂房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林宇西

广西鸣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白炜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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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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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轨道·壹号城1号楼、2号楼及地下室

（1号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武海军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腾

82
轨道·壹号城1号楼、2号楼及地下室

（2号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武海军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腾

83
轨道·壹号城1号楼、2号楼及地下室

（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武海军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腾

84
阳光城·檀悦12#、13#楼及二期地

下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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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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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期）项目25号

地块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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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东盟绿地大学城（一期）项目25号

地块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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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广西医科大学东盟国际口腔医学院
项目北地块主体工程（2#病房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马燕庆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宁椿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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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广西医科大学东盟国际口腔医学院
项目北地块主体工程（3#门急诊

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马燕庆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宁椿欢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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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神冠胶原智库项目加工厂房5、15

、19（加工厂房5、15、19）

廉江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戚永鹏

广西南宁信达惠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黄茂海

92 邕熙华府（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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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邕熙华府（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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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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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维平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董利民

95
悦桂绿地·新世界项目一期

（10~18#楼、一期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武长乐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郑宽

96
南宁市亭子冲流域治理工程（一

期)-土建及安装工程（6#-2格调蓄
池）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朱江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石世德

97
联东U谷-南宁高新科技创新谷项目
（二期）1#、6#、7#、8#、16#

、17#、39#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长寿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赵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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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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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南宁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国
凯大道-金桥客运站）那洪车辆基地

-检修组合库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丁晖东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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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号

路、翠竹路）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黄超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香厦洪

第 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