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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南住建〔2020〕79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规范我市建设工程专家

评审、论证行为，提高我市建设过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经我局

对专家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并对符合要求的第二批专家名单进行

公示，现将《南宁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家库》专家名单（第二

批）予以公布。 

联系电话：5521533，传真：5521555 

 

附件：南宁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家库专家名单（第二

批）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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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名称 

1 李迎春 高工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 郑生全 教高 中铁四院通号处 

3 金辉 高工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4 刘永勤 教高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张建青 教高 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6 余乐 教高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7 林志元 教高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8 苏周全 高工 原南宁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9 葛寨辉 高工 中铁四院集团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 李高潮 高工 深圳地铁集团公司 

11 谭文 教高 广州市地铁公司 

12 廖鸿雁 教高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3 常志军 教高 中铁十六局集团公司 

14 李海峰 教高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重庆轨道十八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15 李结全 高工 广西瑞宇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16 甘波 高工 广西元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7 常志刚 教高 中央美术学院 

18 黄忠睦 高工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19 靳守杰 教高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 余保斌 高工   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1 江祖嘉 高工 广西增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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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娄永梅 教高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23 姚明会 教高 诚合瑞正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 张伯林 教高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5 曾垂刚 教高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26 刘军 教高 北京建筑大学 

27 吕培印 教高 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8 刘军 高工 湖南宏禹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9 王洁 高工 广西城建咨询有限公司 

30 叶永茂 高工 中铁交通投资集团南宁地铁 5号 

31 谭林 高工 已退休 

32 张作清 高工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 徐建华 教高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 陈美华 高工 广西鼎策工程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35 丁如光 高工 中铁济南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6 沈学贵 高工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37 白辂韬 教高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8 张军强 高工 南宁市建城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39 唐祖好 高工 南宁市邕宁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40 周运福 高工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1 韦万正 高工 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42 程艺君 高工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43 黄仁勇 教高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44 李书君 高工 中材地质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45 刘卡丁 教高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46 李明华 教授 华东交通大学 

47 莫智彪 高工 中铁隧道局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48 贺维国 教高 中铁六院集团隧道设计分公司 

49 孙振川 教高 中铁隧道集团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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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宋修元 教高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51 齐吉龙 高工 山东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2 肖培龙 教高 中铁电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53 夏继君 教高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4 王锋 教高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刘振华 教高 中铁十六局集团北京轨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6 方敏 高工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57 雷明锋 副教授 中南大学 

58 叶雅图 高工 中交铁道设计研究总院广州分院 

59 唐志辉 高工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60 叶益民 高工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1 曹随康 高工 广西建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62 岑忠强 高工 广西南宁鹏达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63 代志宏 高工 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4 韩银华 教高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5 黄学研 高工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66 梁竟元 高工 南宁市武鸣区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站 

67 唐存礼 高工 中建广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8 曾海金 高工 广西建工集团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69 潘伟强 教高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70 苏鹏 高工 南宁市城市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71 赵海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邕宁公路养护中心 

72 李灵得 高工 广西南宁鹏达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73 韦柳峰 高工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74 黄爱军 教高 上海城建总院轨道院 

75 刘进友 高工 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6 李彬 高工 广西昊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77 高伟 高工 中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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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黄伏莲 教高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79 王立新 教高 中铁一院 

80 王乐 高工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81 邹线引 高工 广西力宇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82 蒙卓磷 高工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院 

83 刘家荣 高工 中铁中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4 马少坤 教高 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85 雷崇红 教高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86 张志刚 教高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87 王捷飞 教高 南京市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站 

88 刘冬柏 教高 湖南建院建设工程设计咨询公司 

89 田世文 教高 北京建大京精大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90 吕石磊 教高 天津大学 

91 岳伟保 高工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2 伍康生 高工   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3 赵汝康 教高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高龄） 

94 孔繁业 教高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地质队（高龄） 

95 刘志义 教高 中铁上海设计院天津分院（高龄） 

96 王元湘 教高 北京城建信捷轨道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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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