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南宁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示范工地（第一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 广西儿童医疗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黄辉

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吴希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曹剑

2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综合楼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廖海均

桂林南方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何超

3 振宁·星光广场7#楼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黄华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林景芝

4
大都悦景湾（1#楼～3#楼、5#楼～10#

楼；门卫室1、门卫室2及地下室）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黄秋燕

5
广西农科院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一期工程

信息中心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杰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潘兵

6
南宁市民主路9号、建政路18号小区危

旧房改造项目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发平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
理公司

杨炯

7 万科金域国际（二期）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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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南宁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第一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1 荣和五象院子A区、B区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徐海超

2 荣和伍壹华府东区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胜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范浩胜

3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11～
14号、16、17、24~29号学生宿舍、

51-1~51-6号连廊、52-1~52-5号连廊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郭远龙

南宁市建晖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谢建国

4 中新光合谷物联智慧园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刘俊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海

5 东盟李宁中心一期工程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曾少祥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谢淑茗

6
荣和观江府项目二标段（28#、29#、

S28#、S29#、1#地下室）

中建四局广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陆瑞东

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麻旺建

7
荣和观江府项目二标段(19-23#、25-

27#、30-32#、S25-S27#、S30-S32#
、2#地下室）

中建四局广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陆瑞东

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麻旺建

8
江洲（东地块）1-3号楼、5-11号楼、

大门/门卫室、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陈飞宏

9
美林湾1#、2#、3#、4#、5#、6#、

7#、40地块地下室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卢学良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关志忠

南宁市基础工程总公司 蒋小见

南宁市建昶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宁健

10 五象和悦1#-3#、5#-12#楼及地下室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王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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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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景春产城标准厂房（交投创新产业园一

期）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李拯华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刘建琨

12
五象投资创新型信息产业基地一期南侧
地块（一期）（1#厂房、4#厂房、综合

楼、门卫室、地下室）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苏晨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丘国

13
轨道御澜上城B组团1号楼、11号楼、
12号楼、13号楼、20号楼、21号楼、

23号楼及地下室（二区）工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董大勇

南宁中宁建设监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谭国庆

14
南宁市那况路（那荷路—规划21路，昆

岭路—金仑路）工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韦永科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唐銎

15
调味品产业园·华强永兴标准厂房（26号

地块）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覃洪

16
产投五象振邦产业园1#厂房、2#配套用

房工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王安然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庞琳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五象粮食储备库有限公

司粮食应急加工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廖祥

广西隆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覃伟团

18
轨道御澜上城B组团15号楼、16号楼、

17号楼及地下室（三区）工程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孔德辅

广西远超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唐杨

19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综合传染病门诊住

院楼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梅志华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罗浩文

20
轨道御玺君临湾11~13栋，15栋及

11~13栋、15栋地下室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陈成林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腾

21
轨道御玺君临湾8~10栋，16~19栋及

8~10栋、16~19栋地下室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蒙伟安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唐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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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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桂林理工大学产业技术研究综合楼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骆志翔

23
南宁市五一东路21号小区危旧房改住房

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蒋华明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韦翠红

24
广西南宁中央直属食糖储备库二期项目
（1#、2#、3#、4#、5#、6#、7#、

8#、25#库房，物料库）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乐文娟

25 美林湾项目（一期）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苏良成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香辉

26 南宁市开泰路中学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王志荣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苏毅

27
广西工业技师学院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

目二期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谭垂永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吴盛新

28
江南壹品B1#、B2#、B3#、B4#、B区

地下室及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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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广西财经学院产教融合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黎海龙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郭起豪

30 绿港·金阳产业城（一期）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钟笠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稳

31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材料产业
园·华强聚源路厂房（28号地块）（一

期）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莫启锋

广西建拓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温昌悦

32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南宁市古
城路31号住宅小区危旧房改住房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李权勇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覃献强

第 4 页



序号 工程名称 获表彰单位
项目经理/

总监理工程师

33 南宁市海晖路初级中学建设工程 广西建工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莫超富

34
广西医科大学东盟国际口腔医学院项目

南地块主体工程

广西建工第五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叶桂谷

中国轻工业南宁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陈冲

35 广西民族老年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黄勇杰

36
北投荷院（8#-13#楼、15#-19#楼、
21#楼、46#-53#楼、55#-58#楼、地

下室、南侧大门）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黎俊艳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吴长清

37
产投经开海城产业园3#厂房及5#、6#

宿舍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文星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熊斌斌

38
大唐新希望臻园项目1#、2#、3#、8#
、9#、10#、11#、18#、19#、S1#楼

及其地下室、幼儿园工程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林卫

39
南宁产投创新产业园二期项目二标段工

程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全永直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张峰畅

40
中央储备粮南宁直属库有限公司粮食仓

储物流项目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孙雪兵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许永波

41
康体佳物联网技术产业化基地项目1#厂

房、2#厂房、3#厂房、4#厂房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李升才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蒋晖

42
广西南宁南风机器总厂长岗路三里9号

小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屈泽源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武据

43 绿港·金瑞产业城11号宿舍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周用波

44
南罐社区第二生活小区危旧房改住房改

造项目（金冠小区）一期项目-1#楼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韦永顺

广西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莫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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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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南宁城市轨道交通机场线引入机场隧道

工程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左龙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范学博

46
星海银沙（1栋、5-11栋及其地下室、2

栋、3栋及其地下室）

广西红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梁斯敏

深圳市昊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伍勇

47
利华路（南宁国际物流基地21号路，振

邦路-庆华路）
（K2+416.163—K3+107.540段）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钟丽琼

广西益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济聪

48
南宁市凤岭北片区路网完善工程C区道

路Ⅰ标段（10、17号路剩余工程）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张秀珍

南宁品正建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卢天昌

南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邓孙富

49
万有（南宁）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一期
配套路网工程(纬三路、南北向支路1)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隆海丹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黄日成

50
大唐盛世旭辉府1#、2#、3#、5#、6-

1#、6-2#、7#、8#楼及其地下室

新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伍小虎

广西建业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邓毅

51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园湖北路12号危

旧房改造项目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禄

52
广西生态职业技术学院与广西八桂种苗
公司林木组培生物科技产教融合一体化

合作项目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锐

广西桂能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黄家忠

53
南宁三塘智力运动综合体（福弈城）
（1#、2#、12-1#、12-2#、21#、

22#楼及其地下室）

广西四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韦春丽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周敏

54
凯旋1号上水湾（原大西洋上水湾 原船

厂地块）四期18#楼及18#楼地下室

海天中弘建设有限公司 陈金智

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粤河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贵成

55
通源路8号标准厂房项目3#、7#标准厂

房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林卫波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蔡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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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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阳光城光明未来悦悦之北1号楼-3号

楼，9号楼-11号楼，二区地下室

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 郑良明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杨怀光

57 南宁市核心城区缆线管廊工程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周海峰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肖优毅

南宁管廊核心区缆线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闫平

58 和玺1#-3#、5#、6#、7#楼及地下室 福建省明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余升荣

59
大唐新希望臻园项目5#、6#、7#、12#
、13#、15#、16#、17#、21#、22#

、23#、S2#楼及其地下室

融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严盟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方兴

60 绿地朗峯A地块项目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斯勇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振

61

保利明玥江山一标段1#楼、2#楼、3#
楼、4#楼、5#楼、6#楼、7#楼、9#楼
、S1#楼、S2#楼、S3#楼、S4#楼、

S5#楼、S6#楼、S7#楼及一标段地下室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刘欢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曹随康

62

交投地产融创九宸府（一期）工程施工
总承包、（二期）工程12号、13号、15
号、16号楼及地下室2、10号、11号、

17号、18号楼及地下室3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潘怀安、胡中梅

63 南宁中关村信息谷科技园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章斌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练宗惠

广西南宁信达惠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甘清江

64
香港街（二期）（7#、8#、9#楼及地

下室）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唐文进

65
广西大学老旧小区改造（二期）项目工

程总承包

广西建工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覃瑞荣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陈健

66
南宁市西乡塘区新阳中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李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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