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一、广西建筑业先进企业（单位）
（158 家）
区直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区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禹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景熠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宁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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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巨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恒都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正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中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青松照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津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鸿强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长长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天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大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天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广立连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万盛高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鸿业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三实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元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碧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融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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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柳州市鑫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泛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茂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建昌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市永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金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桂林市国立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梧州
廉江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梧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粤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兴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前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市大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强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城港
广西鑫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丰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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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诚鑫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翔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钦州
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幸福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钦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利达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鸿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钦州市金海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贵港
广西贵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市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贵港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桂平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桂平市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莲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市宏港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玉林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铭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富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云厦建设有限公司
玉林市市政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川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益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建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诚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远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正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兴邦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腾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兴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中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国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远昌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桂腾建设有限公司
崇左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丰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来宾
广西硅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新桂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合山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贺州
贺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鸿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旺达建工有限公司
广西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百色
广西华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百色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河池
广西河池创元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正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德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广西建筑业优秀企业（单位）经理（137 人）
5

区直
牙高峰
卫奕忠
张 凯
周 成
何显文
黎家团
韦智中
刘永忠
陆 烜
林家富
廖立波
林家富
杜海龙
区外
张俊杰
张少林
丁 钢
王彰庆
赵 鸣
姚宇凯
崔昌洪
张国泉
蒋庆明
向远鹏
付方翔
南宁
梁振南
何 强
黄 亮
蒙 锦
卢 旭
刘丽娟
宁明忠
宋光文
何 辉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安徽景熠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巨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恒都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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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华
刘家荣
夏红刚
韦树宁
黄世相
宋伟强
邓国璋
戴 焜
金国彪
韦廷伸
刘学惠
李朝群
李长俊
曾令春
潘伟松
钟劲松
王克肇
黄云飞
赵 武
柳州
杜少华
钟丽清
刘 宁
梁峥嵘
来荣国
张恩桥
田景华
芦开春
桂林
刘鹏飞
张 明
王 珏
申小兰
陈 文
邓建宁
匡增勤

广西正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中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津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鸿强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天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大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广立连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万盛高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鸿业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泛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茂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市永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金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桂林市国立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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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
戚永双
许伟量
梁兆银
北海
王星广
吴周仟
吴志斌
黄龙友
刘凤梅
防城港
何耀东
包全鉴
苏以义
肖建国
唐 辉
朱佰平
吴星桂
钦州
黄宗辉
陈 俊
彭业发
吴以发
陈心球
陈 战
梁丽华
陈永志
梁和生
宁子昌
徐一伟
贵港
戴育辉
陈国伟
黄科佐
韦凌波
陈梦华

廉江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梧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粤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前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市大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鑫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丰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新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诚鑫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翔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幸福建筑工程公司
钦州市金海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利达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鸿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市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贵港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桂平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莲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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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伟豪
宋维有
玉林
李寿坤
戚世锋
顾 杰
顾家全
谢盛日
莫贻强
饶峻全
陈绍堂
黄 春
李 奕
谢瑞祥
杨 明
陈家南
陈 坚
李继孟
刘 晓
朱家壮
韦宜光
陈建荣
肖宗富
李塨霖
何达强
侯 波
崇左
陈仕时
党一强
来宾
骆壮京
罗英康
温锦振
贺州
陈如生
鲁 娜

广西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市宏港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铭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富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云厦建设有限公司
玉林市市政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川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益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建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诚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远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正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兴邦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腾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兴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中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国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腾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丰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硅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新桂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合山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贺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鸿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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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福创 广西旺达建工有限公司
钟显森 广西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百色
李 靖 广西华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谭建文 百色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河池
潘英锋 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韦国琳 广西正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韦启平 广西德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三、广西建筑业诚信企业（单位）
（215 家）
区直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轨道装配式建筑产业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区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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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禹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景熠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宁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凯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城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恒都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长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正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中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青松照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津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博阳电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鸿强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长长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天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大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天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卓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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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立连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万盛高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宁市三建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连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浩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鸿业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三实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元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碧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三同工程勘察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宁铁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柳地建设有限公司
柳州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柳州市鑫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泛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茂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辰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三建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建昌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市永固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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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金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桂林市国立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基础勘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四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廉江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梧州
梧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梧州市建联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粤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海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兴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前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市大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防城
广西鑫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锦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诚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丰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新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诚鑫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翔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港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天鹰建设有限公司
钦州
钦州市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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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幸福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钦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钦州市金海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客家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越州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华利达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华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灵山县建筑工程总公司
钦州市钦南第一建设工程公司
广西桂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鸿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胜利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展霖建设有限公司
钦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贵港
广西贵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市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桂宝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贵港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桂平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桂平市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莲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金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贵港市宏港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东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玉林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铭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富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云厦建设有限公司
玉林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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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市政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川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益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建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诚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远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正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兴邦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容县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腾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兴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中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万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国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智亮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远昌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桂腾建设有限公司
崇左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明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崇左市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崇左远程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崇左市太平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荣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天等县荣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丰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宏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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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
广西硅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新桂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昌海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双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贺州
贺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瀚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鸿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贺州市郁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新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旺达建工有限公司
广西旺通建工有限公司
广西和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百色
广西华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百色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广西融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池
广西河池创元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正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德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四、广西建筑业质量安全管理优秀企业（153 家）
区直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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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区外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景熠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禹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南宁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长长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恒都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中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天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博阳电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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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巨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正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大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天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津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宁铁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鸿强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三实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连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建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川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碧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
柳州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泛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茂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辰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桂林
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国立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桂林市金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建昌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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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
廉江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粤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梧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
广西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兴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前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钦州
广西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利达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钦州市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幸福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金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钦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防城港
广西鑫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丰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诚鑫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翔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贵港
广西桂平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贵港市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莲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贵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桂平市建筑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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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宏港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贵港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玉林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兴邦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益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腾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兴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云厦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铭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玉林市市政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远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正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元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丰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腾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智亮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远昌建设有限公司
玉林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广西国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崇左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来宾
广西硅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新桂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双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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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华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融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百色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贺州
贺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贺州市郁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鸿威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旺达建工有限公司
河池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建筑工程公司
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河池创元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德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正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五、广西建筑业绿色施工先进单位（34 家）
区直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路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长长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区外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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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交一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建筑工程总公司
融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柳州
柳州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泛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钦州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海
北海市大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六、广西建筑业优秀建造师（1051 人）
区直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宁之焕、黄书波、房文杰、李志群、方 源、韦旭传、宁 俊、
卢文富、李安俊、钟 林、杨 渊、罗福贤、黄明亮、黄贤规、
梁 兵、唐建明、黄 毅、黄 志、陈庆福、谢雅娟、谭耀飞、
唐明昌、韦 灵、吕振星、韦 电、陆 娟、叶刚毅、闭立明、
何剑锋、黄君宋、邓明文、李伟平、王 海、李有恒、李建莲、
陈芳靖、罗肖恒、徐景华、张双飙、韦文世、姚良勇、王 岸、
封 骥、梁宗乾、唐高勇、唐 睿、徐柱家、关卫民、唐文成、
陈基文、周立华、王彩云、李 城、李安平、阮伟彪、史凤玲、
张绮雯、谢鸿卫、周明明、邓 博、叶其文、黄立勤、方盛超、
李开大、韦 坚、覃兆杰、李冬丽、甘展铨、唐文林、韦永科、
梁广游、夏 志、岳朝杰、覃剑雄、李年秀、蒙丹露、谢桂发、
杨 文、赵程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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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苏海波、唐华承、覃伯瑜、欧 维、农宝毅、黄森彦、曾家麟、
邓德生、颜 峰、蔡耀华、罗黎娜、李 念、吴金蓉、韦延安、
黄玛纳、吴相宏、袁劲峰、周传宇、陈 权、唐 兰、李展峰、
李永佳、陈 义、陈厚彭、罗飞生、曹海云、韦雨伶、陈 冬、
李建增、卢承朝、李秉首、莫羚羚、宋一建、黄大鹏、黎海龙、
黄怀湖、顾 平、石 艳、卓智盛、雷锡珍、曾 醒、谢金星、
陆家鹤、李开炜、杨海全、黄海宽、张 欣、荣新民、曾广源、
梁超强、董良维、磨 娟、黄求昌、袁维高、曾燕钧、陈宇申、
韦万秋、池福军、尹大靠、陆倡逸、卢 杰、张少强、何 庆、
唐永强、唐 波、顾 安、蓝天颢、陈宁波、周俊龙、李 强、
王 龙、蓝天龙、苏 通、李 妍、潘志松、张晓玲、李天海、
周惠立、李慧珍、朱小林、谭健健、梁 兰、覃德宗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冯成士、黄厚森、宁明春、高 宁、石国鹏、邱岳新、李忠桂、
王 彬、蒋腾飞、韦元勋、陈 龙、罗忠团、王嵩斌、吴才燊、
吴龙强、周家庆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覃喜福、刘立引、唐秀庚、孙一杰、袁荣英、全 诚、周训祥、
覃 威、蒋 明、文健辉、邱成新、刘日董、龚志辉、谢逢月、
全维成、唐义明、伍 超、孙智勇、陈联亮、邹仲斌、黄华娉、
唐昌权、毛志松、龚旺林、向超飞、阳开长、唐 诚、唐 浩、
周 东、秦运波、王 骏、梁夏铭、陈胜秋、龚 雄、陈文豪、
李勇平、欧 斌、胡文淋、韦明兑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王玉亭、韦明晓、黄 兴、刘绍振、宾福荣、曾晓峰、居伟强、
周振荣、姜 宏、王凯光、郭仲强、梁晓东、冯 波、余超坦、
李振勇、梁 明、陈德良、韦长欢、覃泽捷、梁高群、梁文鑫、
曹久龙、武海军、黄少强、李建明、谢寿柳、谢 君、文 超、
余启良、彭祖坤、马凤婷、张新铭、韦文茂、冯海明、邱志耿、
庞 莊、覃能强、王东延、林世贵、覃 营、宁培林、朱建华、
韦仙保、岑 宽、郑勇林、韦 谋、胡文涛、苟荣川、覃忠海、
宋庆松、刘上嘉、雷耀安、陈长云、谢 云、利愉贤、刘 军
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安装有限公司
黄 雄、杨冠荣、邓子倬、黄 健、曾 攀、甘海明、刘胜华、
农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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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何际乐、潘 伟、赵静海、冯宝锋、蒋白能、李 桂、马福祥、
韦 玮、梁超均、陈 斌、罗 静、龙海珍、曾令彩、陈健光、
兰鸿吉、廖倍宁、陆 瑶、韦冰良、巫金隆、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陆 彪、刘媛琴、覃秀妹、刘泽莲、熊尚冰、周 健、李 智、
廖建志、周柳瑜、姜立宇、罗家煊、陈 平、李起明、陈广斌、
玉 砚、冯 锋、陆明武、伍贤贵、李绮文、覃淼平、甘家理、
张泽庆、陈小勇、韦军宁、唐明辉、蒋 瑛、梁支威、杨 鹏、
李元敢、唐令明、庞贤明、苏积恒、韦汉成、邓焕德、李 铮、
廖小春、傅 涛、赵 娜、李京昌、彭 瑜、梁超伟、覃延昌、
蒋 勇、陈维善、黄超勤、龚 喜、李彩莉
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杨庆棠、廖 胜、李永辉、杜寿明、卢鸿庆、陆华毛、农结安、
黎庆喜、黎武庭、韦佩增、谢明铭、覃彩新、韦佩云、苏光勇、
黄金国、徐治年、周 燕、罗庆博、杨祯文、吴建华、梁创恒、
谢尚文、莫志元、覃桂整、龚柳华、黄 光、王 伟、王 菲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江泽坤、唐正国
广西建工集团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黄英兆、逯素平、巫文宇、彭素玲、周永友、黄中华、曾义启、
邱业森、周善学、戴 博、覃继航、蔡立学、李冠文、何伍坤、
冯 攀、张宏宗、甘荣茂、韦 栋、刑春光、封燕妮、杨春梅、
陈常辉、叶敏盛、邓桂源、黄金安、唐世鑫、苏 斌、李建伟、
覃 培、钟修团、白克勤、戴 宇、杨瑞锦、李金德、潘旭仲、
张 婧、唐云里、薛锦飞、李 俊、黄兴相、韦克雪、严启威、
李成鹏、陈 湄、陈 菲、翟文佳、姚焕思、黄井文、吴海兵、
邓 迪、李少政、莫继文、张钟学、韦太平、原 炼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蒙立和、马文安、王兢柯、朱剑宏、陈 林、陈勇华、秦小军、
凌飞鹏、覃岳航、孙国花、王金华
区外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刘文烈、陈学英、刘清峰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新强、胡新兵、关正绪、何 琪、卢星波、张 楠
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罗锦良、干林伟、杜 凯、焦 鹏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冯学瑞、吴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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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禹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景熠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志强、张 胥、廖万金
廖述勇
方 敏
郭卫红、赵琅珀
高宗立、曹庆文
徐 斌、卢武成、郑风彪、
陈 伟、张广岁、郑清泉、
张贝贝、周仁柱、姜 会、
黄小龙、刘冬洁
梁定亮
吴问亮、张 远、孟 迪、
戴海燕、贾宏思、李永华

南宁
南宁市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谭荣勋、吴 迪、张济磊、韦冠灿、梁 涛、李 剑、
蓝 田、陆晓梅、张棋宵、黄宁全、王 娴、莫炎华、
郑培灿、余林慧、盘梦兰、邓义明、方成威、谭 晖
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何 强、林昭永、党 新、杨登松、陈达虎、林 良、
林秀勇、陈忠凤、祝 明、李 俭、叶 明、孙宇华、
吴启雁、陈 建、韦福开、许素云、潘亮宇、郑天来、
陆开林、卢小军、林昭升、匡观连、杨 淋、经国富、
钟春连、黄一轩
广西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龚兴宗
广西巨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廖立新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玉良、梁祥茂、卢 琦、
梁 勇、陆肖丹、陈冬春、蒋志军、赵子俊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桂兴
广西恒都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黄 坚、韦邦勤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梅光团、周惠强、韦焕明、司徒雷雄、
李国光、张 玲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金虎荣、黄 伟
广西富林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冯鸿飞、韦建学、王 强、罗红财、
吴华强、李新杰、董基灵、黄 力、戴湘琳、韦 云、钟 波、
尹春晓、韦富雄、李健源、谢桂民、唐仕茂、覃国强、陈雪飞、
何筱敏、池奕蓁、莫国凡、孙剑锋、李亚璐、刘 卿、钟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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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金生、李植树、韦喜星、颜之理、韦吕秀、郑桂华、吕 建、
廖晓丽、米芳明、潘 梅、潘贤通、黄其波、覃 平
天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蓝 辉、金立刚、陈忠伟、徐江平、
王升友
广西大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 荣、龚俊伟、黄思华、李少营、梁忆馨、潘荣杰、
王寿欢、韦兰胜、韦仕国、周章邦、
广西广立连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桂兰、廖红军、钟 青、文国宁、
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
吕松阳、袁 广
广西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陈 涛、黄全芳、廖燕艳、农高勇、
庞 胜、蒲 孟、覃良佳、许光德
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李长俊、庄 艳、曾令春、陆 泉、
秦育荣、罗 妮、陈良庆
广西三实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林合芳、覃明军、蒋家永、梁智杰、卢秀兰
广西碧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莫 冰、覃喜钦、蒋艳辉、陆节欧、胡永吉、
周惠坚、韦 敏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覃 芹、王 晓、苏焕予、牛晋涛、
温庆珍、唐正辉、左虹俊、李敦仁、米德才、
李 铭、周 旺、何琦琪
柳州
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哲政、娄 荣、杨修峰、梁福田、
伍平华
柳州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胡文峰、韦朝晖、何 伟、刘 文、周金春、
傅国雄、陈戎凯、左 熹、廖惠芬、林 源
泛北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周佐桢、梁 举、赵 端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李运良、谢俭红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林 俊、张恩桥
广西茂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杨正军
广西辰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 靖、廖正欢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陈 辉
桂林
桂林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立祥、李 东、黄冬明、莫模华、
陈 竞、蒋定宇、莫玉茂、余伟民、唐立雯、梁云恺、赵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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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锦毅、罗志勇、阳付旺、蔡海清、廖晓杰、周立林、刘红华、
莫振刚、倪和然、赖 云、陈建光、秦柳明、梁小清、黄永坚、
廖增仁、伍春生、孔丹华、张腾元、叶汉龙、滕华赵、阳 阳、
覃雪晖、黎 明、熊 斌、王 健、黄焕福、唐开勇、陈启安、
李 宝、陈开军、陈家彬、郭明合、李树林
桂林三建股份有限公司
黄海恩
广西盛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秦学东、廖 琦、刘唐海、盛 军、梁桂兵、肖枝柳、陈 畅、
卢 兵、周 强、黄铭芳、李 斌、向金龙、罗双玉、陈荣健、
蒋旭光、蓝 波、钟志标、姚仁俊
广西桂林地建建设有限公司
陈小芳、何精华、李继春、龙维海、
唐志兵、王芳芳、谢南和、周德天、左天成
桂林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杨 笛
桂林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许中才
桂林市金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刘智杰、邱峥荣
桂林市国立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潘 峰
广西众泰建设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张勇和、李瑞本、盛宏业、周 游
梧州
廉江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 敢、郑永槟、黄剑生、戚永双、钟兆巍、汇东元、林家安
梧州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陈样仕、陈书卉
广西粤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黎鸿军、欧阳洲
北海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郑学诚、庞忠军、庞忠玲、莫奇武、杨 展、王星广、
丁勇涛、李 声
北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韦展毅、邓传明、欧毓干、钟雪琴、陈 宇
广西联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房 卫、李传楠
广西前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梁 辉
广西强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韦龙秋
防城港
广西丰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苏文钦、陈业胜、何深君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廖志陆、吴计国、黄洪冠、赖善镇、黎 挺、莫全恒、
黄德鸿、何仕宁、黄 强、陈 凯、陆仁超、邱志壹、
黄钟庆、李昌明、唐 伟、韩 军、唐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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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
钦州市建筑工程公司
周传凯、何远东、何小英
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志光
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覃永林、余兰梅、黄胤凯、黄建海、李新梅、庞祖生、
叶成舟、甘向杏、李 雪、黄琨昌、秦 秀、覃 庆、
黄 裕、余宗桂、项光楚、王 令、杨达旻、黄桂容
广西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 龙、李玉亭、邱关卫、林丽霞、包哓琳、李怡凝、
肖前军、蒋明红、余业创、伍世喜
广西幸福建筑工程公司
梁琼光、莫 彬、杨新旭、吴以亮
广西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 玲
广西华利达建筑工程公司
黄如松、凌金俊、林 瑜、刘裕东、裴 晋、唐光辉、
洪振杰、李德标、黄春鸣、黄景波、吴 旦、杨近芳、
张道韩、韦 健
钦州市金海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臣华
贵港
广西贵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洪星伦、陆子锋、罗 坚、罗展润、
林敬祥、苏 毅、苏建宇
贵港市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根红、胡世阳
广西桂平市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柒杰宗、黄敏彬、陈海铭
广西莲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锦助、周小龙、梁志华、覃如贵、
周声扬、岑 毅、梁家栋、黄晔金、梁向东
广西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廖春武、唐一长、梁立江、陈裕林、
梁立俊、曾 婷、罗婷婷
玉林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红军、赵文齐、赵素平、谢洁波、万金芳、苏君伟、
梁 毅、梁茂松、李 爽、李 清、黄 敏、邓钧文、
邓国璋、陈金凤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姚 婷、罗惠媚、龙少坚、邓哲琴、
岑进鉴、莫丽红、罗淇丹、覃洪林、杨智光、陈广坤、李 璇、
龙乘东、余河树、罗永贵、黄慧琼、黄杰莲、陈 丽、陈晓梅、
李寿坤、陶海源、曾炜琼、杨婷茹、杨 静、刘瑞福、黄光新、
王 杰、陶 珏、杨 雄、郑显钦、姚虹州、农树宝、何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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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军、黄 娟、高耀滨
广西桂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戚世锋、叶 晶、王福寿、吕水玲、陈俊旭、吕想想、韦毓龙、
刘军安、陈秋伶、刘金荣、万 凌、黄牡丹、陈美凤、黎海根、
梁 杰、邓家雪、魏佩玲
广西铭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莫德滚、蔡伟佳、彭方毅、王子健、顾 杰、
陈俞晓
玉林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黄 伟、朱 铭
玉林市市政建筑工程公司
覃雪莲
广西川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 春、罗 钢、姚仕传、梁 星、
钟 宇、饶东升、袁凌燕
广西益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幸宇、何思宏、杨靖华、姚丝华
广西荣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宝丰、张振键
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育泉、黄天俞、姚广伟、张承旭、陆飞宇、黄琼慧、刘 兰、
王 安、黎 锋、谢 永、黄华存、周 泳、何巧芳、李红梅、
吴志成、张世祥、潘春金、黄俊球、覃蓉蓉、王竟宇
广西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罗 明、李其能、李冠潼、蓝崇山、李兴峰、邹业坚、罗绍彬
广西四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钟有强、闭小玲、邓 锦、黄海龙、李进华、卢 燕、吕 坤、
莫礼江、农慧艳、梁闽生、谢 斌、韦利新
广西远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卢冠宇、梁 宇、梁庆曾、罗华华、
黄振水、苏君丽、陈慧英、黄艳红、覃 深、陈卡林
广西兴邦建设有限公司
王小玉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周延龙、梁淦城、伍一新、顾锋华、
何志明、温思远
广西腾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 瑜
广西兴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惟源、胡 梅
广西国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曾昌煜
广西智亮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黎 杰
广西远昌建设有限公司
卢 杰
广西桂腾建设有限公司
陈水连、翚飞抗
崇左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姚俊峰
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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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裕达工程有限公司
左居顽、胡凌毅、杨 峰
广西硅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蓝 超
广西新桂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周 刚、覃德泉、刘绍坚
广西合山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潘如军、黄榆淋、黎耀松、李 勇、吴坤朝、覃尚培
贺州
广西鼎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永妥
百色
广西华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 宜、李 宁、罗永绍、蒙尊重、庞 勇、郑开强、
王 珏、杨 永
百色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黎云辉、农锦根、马翔宇
河池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建筑工程公司 卢国举、韦潘利
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韦卫斌、韦志全、韦康玉、蒙启慧、汤 程
广西德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韦启立
七、广西建筑业先进协会（14 家）
南宁市建筑业联合会
柳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桂林市建筑业协会
梧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北海市建筑业联合会
钦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防城港市建筑业联合会 贵港市建筑业协会
玉林市建筑业联合会
崇左市建筑业联合会
来宾市建筑业联合会
百色市建筑业协会
贺州市建筑业联合会
河池市建筑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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