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马怡和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刘桂成

百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韦明海 王康雷 蒙伟靖

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梁晓进 李广雄

广西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曾觉发

广西佳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林盛

广西傲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伟力

广西百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吕宁

广西北部湾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龚波波

广西北海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苏东基



广西博测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谢磊林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张雯雯 王幼芳 李伯骥 蔡圃 何如秋 袁燕锦

莫雯兰 郭晓觉 廖瀚峰

广西博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覃显开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韦志党 戴书剑 黄睿 庞荣辉 丘能 谭威虎

曹斐姝 周永信 苏建

广西大通建设监理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韦敏谦

广西德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叶燕川

广西方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王文发

广西方泽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李永华

广西工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宋琪

广西共安消防设施维护有限公司

石雄



广西冠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蒋炳姣

广西冠桂爆破科技有限公司

陶习汉

广西冠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召刚

广西光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罗禹

广西桂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熊富宾 潘秀弟

广西桂贵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韦雄杰

广西桂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张少金

广西海方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陆吉枪

广西昊成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谭东华

广西和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农定明

广西恒基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家满 梁锋 俸振中



广西恒硕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农越

广西弘燊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马超

广西宏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曾艳

广西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美娟

广西华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谢志玲

广西华扬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温杰

广西华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姣鲜

广西华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向凯

广西华蓝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罗彬桦 王宗琮 高一 欧阳冰晶 赖喆

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汉林 庞祖裕 赵志永 崔晶

广西华信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覃皆伟



广西华遥空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蒋江丽

广西华屹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彭金芳

广西吉宽太阳能设备有限公司

马昭键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廖丽芳

广西建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梁飘

广西建业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天华

广西交通建设工程试验检测行业协会

李国鑫

广西杰卓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阎志猛

广西金盛交通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吕畅 覃富皓 罗超

广西金坦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刘贵博

广西聚裕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唐柱全



广西开元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高冰

广西科文招标有限公司

杨坚

广西科新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刘良青

广西蓝川设计有限公司

罗肖翠 王婧怡

广西联睿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旭晖

广西领傲实业有限公司

闫华 郝敬师

广西龙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覃相贤

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龙冬飞

广西明湖检验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鲁鹏

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颖

广西品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朗明



广西启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颜文秀

广西启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苏君伟

广西千万里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颜植烨 郑勇

广西谦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谢增建

广西渠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莫兴称 石恵柳

广西人合安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杏

广西瑞恒现代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罗茜

广西瑞真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杨燕

广西泰霖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廖志娟

广西天艺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全昌盛 高娜

广西通能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陆清生



广西土木勘察检测治理有限公司

胡西施

广西夏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吕汶骏

广西香港街房地产有限公司

刘宗瑛 谢莉

广西祥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力东

广西向海浚泽港航工程有限公司

杨柏林 莫兰英

广西芯之恒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有毅

广西新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范怀斌 谢宗梅 苏东华 梁权 何大广 李受楼

广西新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举睿

广西信达友邦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陈月华

广西叶茂机电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

陆克孙

广西中马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黄煊南



广西中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白琳

广西中信恒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何杰勇 郭召 蒙天佐 卓佳

广西中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潘丽

华邦（广西）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蔡继荣

华都检测技术（广西）集团有限公司

覃雪环 韦镕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林家淼 方舟 杜梅珍 覃琦玥 钟洋波 黄昱霖

何高洁 李晓冰 靳铁顺 叶舰 刘旭东 陈真钰

邓嘉欢 阮玲 熊尚雷 余潇涵 李雁 宁宏干

黄定慧 黄珊珊 庞国彧 石婷方 黄洋 黄俊

韦伟 韦舒扬 安毅 李鉴儒 孙祥龙 姚文桦

何海明 谢冬 潘丽娜 黄克宁 胡青芳 何振军

何林儒 韦宇安 庞田钦 陈诺 黄慧妍 罗琳

赵斐 黄光伟 郑天栋 刘冉 郑雄

南宁德源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刘钧

南宁华润置地北湖房地产有限公司



伍丹婷 黄译莹

南宁品新工程检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万国荣

南宁狮山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伍晓华

南宁市青秀区泰诚环保节能技术工作室

阮黎鸣

南宁市全宇电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周永富

南宁银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汤青武

南宁中桂水土保持科技有限公司

蓝巧玲

南之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张伟殊

青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王凯

三维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林子斌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包芳 韦艳兰

深圳华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肖洪昌

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卢显怀

深圳中海世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朱庆程

世洋置地开发（广西）有限公司

黄睿

四川航洋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高海燕

天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郭相武

智海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胡煜

中奋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何素映

中物联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杨舟冰 黄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