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国广西人才市场工程系列

初级职称评委会通过人员名单

安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艳清

巴马怡和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林淑婷 韦慧

北京世纪千府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李明

北京舜土规划顾问有限公司

农玉慧

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邱子龙 潘耀远

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覃巧燕 黄月

广西艾博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何方艳

广西艾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陈凤梅

广西爱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朱耀慧

广西安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耀强

广西安盛建设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董燚 黎明 黄杰 金毅 方鸿华 韦禄军

王嘉豪

广西安斯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启运

广西安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桂洲

广西奥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韦柳宇

广西八桂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黄霞

广西八桂林木花卉种苗股份有限公司

何磊 赵世强 刘永利 刘运恒 梁宁华 刘子琪

广西百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杨含秋

广西百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吴春梅

广西百熠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王开洪



广西百源建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许敏敏 江贤提 蒙照 李凤瑜 冯甘利 覃凤展

李映声 谢丹妮 张志敏

广西佰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凌保南

广西柏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潘观武

广西邦运公科技有限公司

方雪夏

广西宝光明建设有限公司

梁程 雷上 陆建珊 蓝丹永 梁国防 黄道正

何德孟 李品剑 陶宗力 吴世龙

广西宝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莫君连

广西宝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全敬

广西北部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林世刚

广西北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奉海艳

广西北星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韦慧慧 吴约



广西泊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潘利冰

广西博测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覃媛媛 黄铁前 唐标 张燕宁

广西博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饶海容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梁盛才 蒙彩测 李登宇 陈飞宇

广西博通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覃子芸

广西财经学院

刘民晓

广西长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林志坚 欧俊堂

广西宸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俊呈 罗恒

广西晨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欧飞兰

广西晨瑞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刘英妍

广西诚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刚



广西诚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黄小益 刘聪 易鑫珂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覃春 姚峻玮 梁卢革 廖启迪 邓修杰

广西尺度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周少露

广西崇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杜健宇

广西创新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龙炳松 覃冬梅 许娟丽

广西创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覃建颇

广西创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郑家萍 潘利锰

广西达成咨询有限公司

苏振华

广西大锦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枫盛

广西大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韦年龙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黎杰 王喜建 李秋美



广西大学设计院有限公司

凌权志 蓝淞耀

广西大庸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陆拥秀 文彬丞 温馨

广西大正建设有限公司

苏颂寒 黄威超 苏佳菊

广西道兴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向小芳

广西德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陈淑娟

广西德力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姚红成

广西德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周艳佩

广西登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蒙桓

广西地皇科技有限公司

覃兴亮 张晓莉 黄自 李发辉 龚新勇 赵善茂

彭文億 韦永幸 黄有祺

广西地信科技有限公司

蓝雪艳 潘洁霞

广西帝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韦小桃

广西鼎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植积聪

广西鼎速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李著云 黄全富

广西鼎鑫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韦素暖 韦林森

广西东宏防雷检测有限公司

蒋海兵

广西东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谭正军

广西东翔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吴志腾

广西恩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韦爽 方志能

广西恩品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覃军智

广西方略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覃群舒

广西方略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黄文亮 农成炜 黄金婷

广西方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黄雪荣 黎丹萍

广西方中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黄金玲

广西方中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吴晓娟

广西方宙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琨

广西分秒测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王海 黎远志 陆歆 吴敏廷 王定旭

广西丰锦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杨春娣

广西丰景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陆檩 李秋愉 林永存

广西沣锴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梁翔 李华梅 刘培圳 吴咏梅 王艳丽

广西辐卫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韦智东

广西富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戴旺希 黄文贺

广西富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周杰 李光正

广西高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梁春乐

广西格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凌云龙

广西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曾静

广西公准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王景丽

广西共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覃燕燕

广西共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许哲源 温媛媛 唐双平

广西共恒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韦萍 黄生

广西共田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黄庆玲 廖颖弘

广西冠峰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温林新 覃志诚

广西冠庆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张寿荣

广西广立连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贵康 杨彩雲

广西广能工程有限公司



韦宇飞

广西广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陈官庆 肖高

广西广晟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冯汉威 李秋蓉

广西广投乾丰售电有限责任公司

莫凡

广西广投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刘婧

广西广信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谢昌桦

广西广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曾轲囝 周琳

广西广业云沣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梁锦奋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罗秋妹 黄漫桃

广西桂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秦威 黄天蓉

广西桂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廖惠婵 王俊杰 覃剑斓

广西桂海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刘家佑

广西桂新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谭安吉

广西桂岩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郭文哨 陈建妤 陆丽玲 谢思乐 王文昌

广西桂正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文杰

广西国地卓越规划科技有限公司

黎立娟

广西国桂电气有限公司

谭冬梅

广西国联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莫世年

广西国泰电力有限公司

何少华 韩俊龙 刘静华 王显毅 姚德钊

广西国旭东腾人造板有限公司

黄德建

广西汉和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白雅文 覃海慧

广西翰林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卢威 凌新惠

广西航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罗元香 梁伟才

广西航遥测绘有限公司

李甫华

广西昊霖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滕济恒

广西浩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科霖 秦光林 刘慧 赵日峰 吴帆 黄明凯

庄伟华 苏和威

广西皓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黄旭松

广西禾润创地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黄鸿健 邓婷婷 黄碟飞 李雄 潘庆

广西禾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罗晓梅

广西合生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苏云斌

广西合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邓瑜

广西恒大建设有限公司

李长安

广西恒华众源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陈杨 吴家建 翁业清 滕珊珊 梁容春 雷杰尧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欧定民 张家旺 李蒙

广西恒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宁泽桂 梁晓琳 黄富上

广西恒泰建设有限公司

梁志豪

广西恒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韦婵宁 毛晓文

广西弘林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康子涵

广西宏泰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梁霞梅

广西宏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蒋东宏

广西宏源水利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谢力

广西泓臻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龙伟

广西鸿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古嘉倩

广西鸿运设计有限公司

侯就恩 周子雲 唐爽



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黎建彬

广西华诚达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月丹

广西华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邓恒海

广西华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唐国龙

广西华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丽坤

广西华地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潘芳秒 陆华英

广西华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莫盛龙 韦忠金 农明宁 李忠 姚懿航 蒋胜明

梁思奇

广西华景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曹伟伶

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李华金 蒙国明 许金凤 李恒秀

广西华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张光康 范春艳 胡秋菊 谭德坤 彭桂强 唐凯

张紫联 吴珩世



广西华南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梁家峰 周世勇

广西华群互联网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黄荣兴

广西华润红水河水泥有限公司

谭深德

广西华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扬 陈伟峰 韦办

广西华沃特生态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陆星任

广西华夏龙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丹丹 卢惠 范嘉琦

广西华项投资有限公司

黄潇潇

广西华信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钟敏 黄火燕

广西华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玲平

广西华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黄华猛

广西华宇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张昌霖 黄丽冰



广西环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瑞

广西寰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覃蕗茜

广西寰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林柳雄

广西辉荣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黄铮

广西回归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天 杨华杰 黄娥

广西汇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唐铭

广西汇千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丽秀 谭江萍 农彩烈 马仁 庄悦

广西汇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黄国辉 李昌伟 蒋焕文 梁稳升 焦燕玲

广西惠耕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陆明鹌

广西慧航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杨礼业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唐康文



广西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周蓉 兰荻 陆贞馀 韦姗凤

广西吉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杨小斌 王玉 张建雄 黄智玲

广西吉立建设有限公司

陆冬

广西集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宇 方俊 玉华香

广西佳和园林有限公司

黄英养

广西迦棱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黄淑云 林慧迪

广西嘉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姜保朝

广西嘉路人力资源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黄冠 梁银

广西建川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胡伟玲 邓贝兰

广西建地珉创投资有限公司

梁朝峰 莫宗炎

广西建工集团桂港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段继广 陆香梅



广西建开工程有限公司

曹春梅 谢铧锋

广西建坤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赖柳冰 韦荣华 白洁梅 蓝苑文 翟羽佳 覃文娱

梁洁

广西建林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彭诚耘 李文锋 黄娇 李彪

广西建宁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陈宗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蓝玉锋

广西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宾建英 林叶连

广西建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庞秀凤

广西建通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懿

广西建通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韦智力 李政龙 黄桂程 覃浚峰 张梅娟 邓沛民

梁靖 谢俊杰

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丽冬



广西建拓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涛 黄自浩

广西建鑫工程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李前坤 李小华 韦玉梅 邓善清 唐先妹 张犁

广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江飘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廖津圣 邹政霖 洪美强 辛健龙 梁萧

广西匠工坊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罗赓

广西交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覃小菊 陈吉勇

广西交控智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俊良

广西金奔腾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严孝轩 周显旗 唐秀刑

广西金鼎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定乐

广西金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覃志芳

广西金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唐萍 罗吉勇 蓝尚德 赵国锋 陆露 陈高强



广西金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田人好

广西金宇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李玉妍 李建林 孔德勤

广西锦途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梁颖珍

广西锦兴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陆善飞

广西锦绣前程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蓝吉烽 陈亿 韦承庚 张克利 唐伟 梁晶晶

黎广新 莫绍立 赵雨 李嘉文 兰绍益 徐晨

许财

广西精度测绘服务有限公司

邱文钦

广西精图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陆永明 张莹 韦家兴 蒙宇明 韦学峰 董明兴

广西景斓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秀宗

广西景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本原

广西景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李彦



广西景秀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黄嘉仪 梁艺

广西警泰工程有限公司

何小霞 赖广连 吴兰雪

广西警邕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李杰 何冰

广西九宏测绘规划建设有限公司

黄俊铭

广西玖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旭

广西居里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陆月

广西巨西锦绣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钟艳华

广西巨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陆绒宇

广西聚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黄茜

广西聚凯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赵远丞 杨庆红 陈鹏

广西聚源供电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马涵 凌子山



广西俊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韦佳利

广西卡西亚科技有限公司

韦秋婷 闭玥 梁伟良

广西开元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程春梅

广西瞰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梁成权

广西康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林上雲 陆珊娜 蒙秋红 朱小亮

广西康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鑫

广西柯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梁文富 刘立林 黄奇光 王超 卢思程 沙尔运

柒志强

广西科集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杨春燕

广西科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何登城

广西科源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小丽

广西科正测绘有限公司



潘东林

广西坤维投资有限公司

黄琳颖

广西蓝川设计有限公司

黎滔 唐龙

广西蓝合创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梁越

广西蓝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庞显凤

广西蓝之望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潘锡能 韦胜安

广西揽胜企业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侯磊

广西力恩电气有限公司

徐剑锋

广西力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郑东玲

广西立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适

广西联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梁学泉 李高兴

广西联睿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鸿晨 左明 钟华 莫诗延 覃胜锋 林峻锋

梁福乐

广西联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良媚

广西联信科技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蓝艳桃 苏永钊

广西联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谢绍广

广西亮峰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莫业凡

广西量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燕

广西林佳制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晓明

广西林信科技有限公司

李天发 刘美玲

广西六度土地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覃芸桢 李云

广西六之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显岸

广西龙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农欣欣



广西龙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桂华

广西绿保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莫雪 李舒婷 谢晓梅 潘艳飞

广西绿建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枫霞

广西美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黄小雨 莫钿道 周玉兰

广西美斯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卢宝成

广西民生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

李国添

广西明电建设有限公司

黄英洋 李智翔 唐金萍 黄艺贞 庞铭廷 秦天鑫

黄凝青 欧芳成 韦式鹏 郑斌 林观明

广西鸣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艳美

广西铭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曾柳舒 朱宜琴

广西铭祥机械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杨帆 陈桂合

广西南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黄大港

广西南宁奥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卢佩华

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莫英 黄丽巧

广西南宁晨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黎文婷 李宛键

广西南宁昊南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苏洁 梁超明

广西南宁建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黄贵诚 蒋青云

广西南宁金稻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黄宇

广西南宁立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潘玉琼

广西南宁茂源林业调查设计有限公司

李朝阳

广西南宁人防防护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周海龙 王广玉

广西南宁人防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波

广西南宁如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黎妙

广西南宁瑞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林婷秀

广西南宁盛茂林业调查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蔡楚渝 潘丽华 何之盛 宁德洪

广西南宁市科华测绘有限公司

刘富林 刘贵林

广西南宁市星泽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陆峰 陆进

广西南宁拓能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余娅妮

广西南宁鑫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磊 雷莉娥

广西南宁远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梁沣业

广西南宁展泽贸易有限公司

张浚斌

广西欧日电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罗伟鹏 林万威 苏祖生

广西庞泰电力有限公司

赵伟琳

广西鹏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兴明 黎孔钧

广西品冠消防检测有限公司

杨明

广西品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谢丽晶

广西品宥投资有限公司

唐人权

广西平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仁禄

广西平果广投燃气有限公司

罗建龙

广西千府高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刘威 郑杰荣 冯彦钧

广西千两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梁雪艳

广西千万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吴丹郁 黎艺侠 杨玉清 李瑁 廖亮亮 黎宇恒

梁锦忠 易旭东 李彦林 李敏敏 卢琳 农海娇

张春奕 黄建华 宁振雄 吴霞 马浩 封月圆

李逸洲 梁凤萍 张银香 彭熔

广西强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陈启迪



广西钦州市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叶晓媛

广西渠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陈昊

广西人和天成投资有限公司

刘雪婷

广西荣和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梁梅英

广西荣建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林玉洁

广西荣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付庚节

广西锐界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韦升运

广西瑞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岑秀美

广西瑞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何星桦

广西瑞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欢欢 黄金秀

广西睿拓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张前梁



广西润桂科技有限公司

梁文连 梁耀艺 唐思远 罗福伟 吕杰铨

广西赛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龚群英 刘江玲

广西三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潘美凤

广西森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苏彬彬 胡海文

广西申能达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罗林波

广西圣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覃杰

广西圣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杨璐菲

广西晟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卢雪宁

广西盛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开鹏

广西盛麒科技有限公司

吴旭红 韦庭军 谢思杨

广西盛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吴世桂



广西盛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冬友 蒙彩群 廖祖培 陈俊林

广西盛享碧桂园地产有限公司

郭劲

广西盛元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顺

广西寿云朝宏科技有限公司

郑天参 蒋发茂 谢剑飞

广西双创宝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郑馨霞

广西双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许聪唯

广西双鑫创峰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李丽棉

广西水建投资有限公司

黄俊钧

广西顺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玉梅 韦湖

广西顺捷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陈懿 姚贤靖

广西四方汇通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刘敏



广西泰格威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蒙振柳

广西泰恒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莫庆婷

广西泰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刘永东

广西腾万建材租赁有限公司

赵梅芳

广西天安德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佩琦

广西天恒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李树鑫 谭正崇

广西天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兴果

广西天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姚寿

广西天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韦妮 陈雨

广西天增乾工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蒋有军

广西天柱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覃宗强 黄恒



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阮文卿 肖杨

广西同厚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姚建臣

广西同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包远银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黄丽婷 方溶霜 黄雄鸣 张宇鑫

广西彤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良方

广西土木勘察检测治理有限公司

庞光宁 黄德贵 黎雪妃 麻燕飞

广西万昂贸易有限公司

吴继炫

广西万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韵银

广西万华测绘有限公司

何袁燕 零允俭 蓝李花

广西万基祥建设有限公司

朱国瑜 周子军

广西万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茂宁



广西万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廖柏淇 梁展翔 何永钊 王荣坚 李丽芳 黄镜仲

何德一

广西万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黄雄海 兰耀鹏

广西万众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农海钊

广西网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吴丽燕 杨雨宵

广西旺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梁宇霜 覃仁慧

广西惟一建设有限公司

覃政登

广西伟杰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麻雷杰

广西伟能林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王彩莲

广西卫宁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黎有真

广西沃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覃艺强

广西沃盾工程有限公司



何铠文

广西沃之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张桁烽 张福军

广西武水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欧国泰

广西西能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莫勇华

广西祥彬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王文媛

广西祥浩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龙文山 廖继英 杨秀超

广西祥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马耀强 马杰

广西祥宁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黄德贵

广西协升科技有限公司

刘晓燕

广西新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肖祖光 张艺筹 杨琳辉

广西新航土地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黄丽丽 荣登广

广西新恒力电业有限公司



黄翊

广西新惠人和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莫依娜

广西新年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黎水珊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陶倩钰 张捷 莫汉锦 罗孟超

广西新域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刘岩

广西鑫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黄冰 陈高达 刘德敏

广西鑫润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洪基鑫

广西鑫洲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丘彩芳 罗媚

广西信达友邦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冯晓雯 马明君

广西信诺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戴春鹏

广西兴路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何坦如

广西兴瑞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李键军

广西星汉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孙承广

广西秀山水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阮华杰 覃爱荷 苏家乐

广西旭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金丽

广西迅尧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胡诗萌

广西岩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玉振发

广西阳普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陈静琳 黄曼宁

广西叶茂机电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

黄丙儒

广西一道建设有限公司

陈科先

广西亿翔荣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曾静 曾雪

广西驿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美婷 莫金梅 苏祖毫 黄荣灿 韦薇

广西益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华乙入

广西镒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桂灿

广西银盾消防有限公司

李玲

广西永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陶林 冯安友

广西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邓焯 刘旭升

广西永威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林果

广西永正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张天武 黄大尧 黄美霞

广西永之耕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郑斯鑫

广西佑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陈珊德

广西宇通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杨佩坚 周秋谷 罗东梅 覃登政 邓增利 蓝江华

谢谜 王红 韦增宝 劳世钰 黄玉菁

广西裕博林业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赵高凯



广西元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佳伟

广西垣鑫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鲁云

广西远丰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业英 覃晓东

广西远拓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罗妙连

广西云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韦媛 于春华 陆桂霞

广西云科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杨超 庞石英 谢杰春 刘瑞琼 周跃

广西云荣建设有限公司

欧翠艳

广西云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成娣

广西云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鸿华

广西增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吕静荧 张仪

广西展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章帆



广西展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月

广西彰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冯盈

广西兆能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许薇薇

广西振安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覃海文 蒋地荣

广西振华建筑有限公司

庞海

广西振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叶妮

广西正峰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周圣弟

广西正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韦冬蕊 陈桂玲 申玉雪

广西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黄俊程

广西正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赵德蓬 廖健

广西正远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宋双文



广西政和消防安全有限责任公司

谢振宁

广西智光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陈丽萍

广西智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马水丹

广西中奋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马舒媛

广西中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广英

广西中广宇建筑有限公司

吴文仲

广西中吉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陆色

广西中科曙光云计算有限公司

檀祖明 郑鹏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罗会 李方玮 杨琳珠 周振宁 蒙兰远 张晓丽

广西中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凌莉

广西中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唐运纪



广西筑励卓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谨霖

广西铸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蓝晓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赖玉春 彭祖樑 刘永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才服务中心

陆日攀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陆高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陈隆 刘佳城 蒋宏盛 何桂珩

广西梓瑞建设有限公司

刘俊松 庞龙胜 蓝文杰 张英

广西自贸区西江资源循环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罗巍鑫

广西棕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黄玉冰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莫锦波

桂平市中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思慧



河南际龙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周远焕

横县森绿林业有限公司

李冬珍

宏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子杰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吴鸿沛 陈冬霞 甘连英 马鸣梁 覃军杰 卢丽娜

卢春华 韦家勇 陆晨 马鸣栋

华润水泥（南宁）有限公司

闫金波

柳州市柳荣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钟鎧

咪付（广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谢宏双

名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陈玲玲

明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芳英

南宁长江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钟楚文

南宁丰成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宁铭高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韦秋玫 黄丽芬 韦艳琼 冯文静 杜昭颖 覃艳

南宁富盘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庞云月 聂值文 许剑乾 黄锦梅 许芳芳

南宁海关技术中心

唐塬

南宁昊冠住宅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黄小霜 彭超雄

南宁嘉阳林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梁子程

南宁科力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谭劲生

南宁绿地信源置业有限公司

阮泽琼

南宁奈良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申芸露

南宁品新工程检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陈敏春

南宁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何建冬

南宁企航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黄尚森 韦少尚 黄尚敏 张振浩 滚光荣

南宁启迪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吴钰

南宁荣鑫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邓宁军

南宁尚农土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陆黄贤 梁本旺 罗灵慧 何材添

南宁市长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罗丽纯

南宁市城规地理信息技术中心

黄栋材 朱思杰

南宁市飞达克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胡丹

南宁市桂都林业有限公司

蓝天高

南宁市桂鹏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李祖明

南宁市国地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方锦飞

南宁市国图测绘有限公司

卓绍聪 吴少恒

南宁市恒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月梅

南宁市环球经纬地理信息有限公司

刘国栋

南宁市家园房地产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吴麟

南宁市龙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莫晓芬 庞石兰

南宁市龙光骏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黄雯婧

南宁市荣和辰景房地产有限公司

卢满正

南宁市荣和海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冯丹

南宁市顺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泽明

南宁市武鸣鑫华建材有限公司

唐桥

南宁市武拖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李彩迎

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陈创兴

南宁天脉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兰胜翌 管金龙 韦世涛 韦繁

南宁鑫之诺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覃明桑

南宁熠生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陈威林

南宁银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黄家强 符雯雯 梁立文 郑杰 李兵兵 黄海燕

韦景含 彭永威

南宁云测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周文强

南宁泽旭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郝真

南宁臻创工程测绘有限公司

彭高猛 姚贤俊

南宁正维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黄欢

南宁智卓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韦树煌

南宁中航讯科技有限公司

吕炫桦 卢贞良 张荣慧 卢聪 郑秋媚 朱凌成

南宁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阳宇鹏



南宁纵横时代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潘光宇 范子威

钦州天恒石化有限公司

梁胜贤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莫植洪 梁美芳 陆路 袁影

赛富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伍恒 李茜 邹龙华

山东德林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吴秋越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赵青琳

胜美达电机（广西）有限公司

丘俞凯 欧思麟

松达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李婉曼 阮若琨 林春燕 黄能敏 班惠玲 蒙明媚

刘振启

苏中达科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覃伟源 黎宗波

万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方安乔

万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李惠娟

伍诚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韦微

祥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韦满菲 邓超俊

兴华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丽红 石晓妮 陆寿纳 张耀芳 朱蓓雯

一力制药（南宁）有限公司

莫丹

永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艳钦

云南云金地科技有限公司

黄诗琪 吴羚萍

云之龙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何丹妮 黄及红 黄博 李梦琳

智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农枕霖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樊婧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覃园钫 冯贵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蒙海兰 罗琼 龙煜盛 黄皎月 陈晓莉 黄江尧

覃栋 李林珍 潘健君 黄元学 韦巧燕 曾庆俊

莫亚魁 徐征 陆柳慧 卢泰顶 黄梦莹 蒙达明

李程 粟振毅 甘哲文 唐玮富 孙闻博 来源

陈泳璇 罗凤 覃莉纯 杨建聪 黄晓芙 唐德生

陆天祥 梁叶欢 梁园 陈源斌 邓増幸 覃剑

覃蓉姿 覃幸 韦电 肖立群 陆素珍 胡友升

方伟翔 黄光泽

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李忠阳

中机国能（广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杨仁屯

中建泓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周军安

中建泓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谢仕林 卢敏东 姚杨佩玉 叶程斌 班友普 梁宏祥

王灏浩

中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黄杰新

中品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蒙国健 苏娜

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嘉仪 胡通

中新创达咨询有限公司

林旭炎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魏富红

中智广西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蒋荣明

重庆长厦安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杨女玲

重庆交通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凌青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