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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崇左市建筑业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崇左市建筑业先进企业（35 家）

本市

广西硕隆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方业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展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宏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都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锋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崇左市土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宁明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大青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天等县荣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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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世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联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广西达成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崇左市建筑业优秀企业经理（20 人）

本市

朱懋发 广西硕隆建设有限公司

张广权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钟蕙灿 广西方业建筑有限公司

陈仕时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彭宗省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韦 芳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刘观培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裴远志 广西展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德清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潘立丰 广西宏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燕凤 广西锋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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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承明 广西恒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饶小萌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志达 宁明县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伍珍蓉 广西大青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市外

龙 涛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朱家壮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熊新闻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寿坤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覃彬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三、崇左市建筑业诚信企业（34 家）

本市

广西硕隆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方业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展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宏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都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锋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恒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荣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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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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等县荣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大青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市外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世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联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嘉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广西达成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崇左市建筑业质量管理优秀企业（ 19 家）

本市

广西硕隆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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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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青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市外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联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五、崇左市建筑业安全生产先进企业（20 家）

本市

广西方业建筑有限公司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硕隆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荣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恒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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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青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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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联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六、崇左市建筑业绿色施工先进单位（10 家）

本市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广西大青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市外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七、崇左市建筑业优秀建造师（项目经理）（82 人）

本市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劳远浩、黎炳麟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莫冬梅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陆子华、杜立师、覃丹炳、熊友强、

韩 黎、莫燕平、韦嵩璇、莫志朝、

朱建华、邓淑萍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张 波、赵星山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玲英、曾 明、张习承、梁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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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智慧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朱国治、谢建艺、石秀芝

广西荣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凤珍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李佳添

广西恒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韦承祖、龙赞芳、罗 金、黄秀华、

蓝俊军、陆敬府、黄祖付、谢元元、

蒙华胜

市外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陆梦梅、周绍锋、黄炜斌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陈福星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韦世斌、梁超伟、杨荣波、覃海、

胡志雄、蒙仲仕、刘 雄、葛 锋

黎 克、周田生、唐亮平、江海杰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 贵、石天侨、王丰亮、覃花文、

黄慧华、覃柏春、陈启献、邹广深、

张锋钊、林广清、麻晓琴、陈声旺、

赖启明

广西联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韦金利、覃文浩、宁其兵、陆俊志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曾 显、钟 敏、汤德伟、李林行、

黄慧琼、吴坤廷、韦 婵、陈玉敏、

曾炜琼、阙衍东、阙李敏、黄耀婵、

罗居阳、莫江明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姚俊峰

八、崇左市建筑业安全生产先进工作者（105 人）

本市

广西硕隆建设有限公司 庄智发、梁善华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罗弘敏、潘昭彬、高秀兰、莫 强

广西方业建筑有限公司 黄文龙、宁 艺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钟 华、黄 力、何 涛



- 8 -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锋权

广西展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覃 贵

广西荣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立深、农炫健、吴海乐、张 顺、

梁其伟、何春胜、黄春晓、农 兵、

梁煜成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徐 伟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许 晓、农小妹、言龙扬、朱 宝

广西锋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吕 坚、黄海云、梅雪莲、何绍忆、

农鑫霞、黄新健、黄燕珍、陈智家

莫逢琪、韦振科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克正、冯丽清、许金波、韦锦游

广西百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刘士如、黄景科、陆崇艺、马艳华、

农世飘、周俊全

市外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刘 玮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季敏健、卢仁雁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锦锋、廖群珍、卢 媚、韦立星、

宁绍荣、覃振常、徐烔玲、庞 河、

庞东妹、彭小舫、吴晓君、陈 震、

覃月华、黄志东、姚启富、唐 辉、

陈海凤、易甲勇、覃乐超、

覃乐武、何汝将、黄芷筠

广西联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文桥、黄简英、姜先肇、刘 坤、

曾进昌、余特毅、罗善文、周 丹、

徐佩佩、张协浩、林依理、韩 彩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李非洪、陈麒羽、巫艳萍、李 剑、

黄观林、阙梅静、刘乃源、韦 英、

黄文棋、吴广朋、张绍宇、方 秋、



- 9 -

廖群英、龙晓娜、余承武、林 桥、

龙春燕、梁英仕、蒙春平、李忠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梁 勇

九、崇左市建筑业先进工作者（138 人）

本市

广西硕隆建设有限公司 宾唐爱、朱觉坤、周 德、陈 叶

广西创联建设有限公司 黄国鑫、黄 梅、杨晶晶、黄锦新、

苏小成、沈东莉

广西龙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碧军、廖 宁、宁雨芬、马文娟、

林叶根、韦涵菲、陈文夫、梁巧芝、

韦玉丽、邓贤杰、邓贤忠、邓贤成、

苏文渊、左芳于、陈仕岳、林德兴、

林明聪、陈秀芳、吴夏肖、吴冬云

广西金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连甲修、徐益堂、连仕修、施志标、

韦礼坚、彭 永、周辉翔、萧德勇、

黄连娇、覃 巍

广西宏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克迪、李克官、卢彩红、黄 栋、

赵美全、黄丽虹、凌新英

广西展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潘日旭、王 宇、周全威、章 帆、

荣 芳、黄冠植、裴振斌

广西荣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凌娜、蒋宗凡、梁晓思

广西广信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农文超、陆丽萍

广西华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陆儒葵、颜凤玲、黎秋妹、何海凤、

陈秀培、邓燕玲、吴文倩、农小丽、

唐 茜

市外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伍 瑜

广西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韦世团、桂曼青、黄金丰、李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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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娟、翟芊芊、黄东朝、陈 祥、

蔡 伟、陆 剑、劳智宏、罗及鉴、

覃祚德、江春平、覃善敏

广西鼎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谢 刚、周廷龙、庞雪军、李立宏、

梁 彬、何志明、周 飞、黄联英、

刘 伟、梁淦城、谢家镇、朱其锋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金文

广西联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徐玲玲、张裕娟、张韦娟、辜 梅、

梁 海、张云峰、张协亮、黄基君、

陈荫海、何 妍、李凤香、肖志刚、

宁 清、马步振、黄丽华、李鲜桃、

杜成升

广西大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魏 星、黄小燕、黄美英、陆春梅

广西嘉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智胜、黄光楚、徐王桂、黎礼彬、

李成君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邓 文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黎祖丰、胡 眺、

梁志锋、黄英凌、王荣臻、程海林、

葛范新、黄绍校、谢健文、马兴近、

唐寿鲜、唐章永、杨 春、苏明源

十、崇左市建筑业优秀总监理工程师（34 人）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韦国丁、黄 学、张朝健、李 春、

韦 科、吴青松、吴三湘、徐卫民、

吴祖雄

广西达成咨询有限公司 林剑华、陈 韬、涂 波、刘 进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尹发荣、李书友

广东财贸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吴 希

广西建业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卢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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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麻建伟、黄慧妮、陈 垌、

陈彩锈、黄林奥、蒙建勋、

莫庆华、卢贵修、苏海洋、

谭振军、陆茂全、李海旗、

黄承理、班志信、赵科亮、

张永喜、黄朝辉

十一、崇左市建筑业协会先进工作者（2 人）

崇左市建筑业联合会 郑绍霞、马远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