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广西优秀旅游规划设计成果
广西旅游扶贫规划设计优秀成果

等次评选项目名单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评定等次 项目完成单位 项目主要完成人员

一、区域性
    规划类

1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旅游发展规划 一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秦晓军  秦  波  黄  巍  罗信远
陆焕玲  周传馨  郑世军  潘  菲  黄媛玉
方品兴  陈晓丽  黄宗焕  邓  旭  黎  宣

2 防城港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二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周声发　李定攀　张君贝　亢红涛
陈心明　徐之雄　黄景有　邹玉婷　孙艺匀　

3
融水苗族自治县全域旅游发展
规划

三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周声发　李定攀　张君贝　亢红涛
 徐之雄　黄景有　韦　优　

4
梧州市长洲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2019-2030）

三等等次
桂林市七颗星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仁志　焦利梅  刘富超  欧轩彤  李龙艳
 潘杨华  蒋莎萍　范燕柳

5 南宁市兴宁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三等等次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荣海山　张月金　韦　洁　陆　媛　梁媛媛
 张　成　李金刚　庞丽锦



二、旅游地总体
    规划类

1
百里秀美邕江·国际园博园景区
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规划

一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周声发　曾令俊　刘圆圆　陈达活
覃春番　陈启斌　邓年蔚　李  茹　黄  楚
滕立飞　黎  宣　黄荣宣　梁州禾　何志翔　

2
广西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区
总体规划

二等等次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
规划设计院

魏鹏涛　龚　亮　姜智军　李俊玮　谭志宁
陈丽名　侯钦云　梁　鹏　范建学　谢　展

3
崇左市江州区新和乡村旅游
度假区总体规划（2020-2030）

三等等次
广西南宁领异景观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雷月阳　吴丽华　文劲松　覃玉清　黎紫晨　
 陆秀萍　梁　岚

4
北海涠洲岛圣堂景区AAAA级提升
规划

三等等次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梁青元　凌　克　詹生敏　梁姿密　廖华志
 严　豪　黄干忠　韦　柳

5
天峨龙滩天湖旅游度假区总体
规划

三等等次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詹生敏　梁青元　严雄英　韦　柳　严　豪
 黄干忠　廖华志　梁进贤

6
南宁市融晟天河·海悦城创建
AAAA级旅游景区规划

三等等次
广西大自然旅游规划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封祚孟　袁　吴　李　霖　曾　效　蔡敏秀
 余　旭　傅松生　黄开强

1
合山市“八桂之心”休闲农业
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

一等等次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梁青元　吴英教　詹生敏　严　豪　李　莎
 梁姿密　严雄英　陈卫华　韦　柳　蒙金石
 黄干忠　李红文

2
广西容县都峤山-真武阁风景
名胜区都峤山重点建设区域
详细规划

二等等次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梁青元　严　豪　詹生敏　韦　柳　陈卫华
唐小璇　严雄英　李　莎　卢雪琳　陆泽鑫　



三、专项规划类

3
广西旅游民宿发展规划
（2020-2025年）

二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秦  波  罗信远  陈穗菁  黄佩佳  蒋远颖
潘  菲  郑世军  陆焕玲  黄媛玉  梁航佳

4
高氹梯田健康养生度假区修建性
详细规划（2015-2019）

二等等次
桂林市七颗星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关秋红　欧轩彤　焦利梅　范燕柳　兰宪旭
 陈仁志　梁莉清　潘杨华

5
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
（北岸：中兴大桥-清川大桥段）
设计方案

三等等次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黄丹影　苏瑞坤　吴泽英　黄　宇　黄钰淇
 王起明　李　婷　程　乐

6
南宁市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
控制规划（修编）

三等等次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丹影　江浩波　黄　雁　钟宝华　廖志宇　
 唐　进　马云富　黄　宇

7
桂林市古灵渠保护利用及南渠
复航旅游规划

三等等次
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夏绍云　郑海涛　廖广山　邓珍玉　于春洋
 韦　琦　于小明　李　敏

四、乡镇旅游
    规划类

1
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少数民族
（侗族）特色小镇旅游开发规划
（2017-2025）

一等等次
桂林市七颗星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仁志  关秋红  焦利梅  欧轩彤  范燕柳  
梁莉清  石立平  潘杨华  兰宪旭  刘富超  
李龙艳  吴  楠  徐小哲  杨明兰  严家怡

2 贺州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二等等次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严雄英　梁进贤　唐小璇　廖华志　詹生敏
严　豪　陈良福　梁姿密　吴英教　梁青元

3
广西黄姚（文化旅游）特色小镇
产业策划研究及核心区建设规划

三等等次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
规划设计院

 袁庆德　沈　越　谢小攀　黄　柱　陈彦辰
 赵振云　张　航　李流迪



五、旅游咨询与
    规划研究类

1
阳朔遇龙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创建全过程服务

一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秦晓军　於涤非　徐冠平　周传馨
金　鑫　汤　荻　李　劼　曾令华　李周谦
黄宗焕　李　琦　林中高　李　刚　吴汶珍

2 南宁市公园绿地景观研究 二等等次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黄丹影　李　婷　苏瑞坤　黄　雁　宋爱春
黄　宇　何钟伟　王起明　刘雍龙　庄丹乔

3 南宁市乡村旅游规划研究 三等等次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张月金　师　诚　蒙大军　黄荣雁　何钟伟　
 何初阳　吴　靖　张　来

4
贺州黄姚古镇文化和旅游产业
示范区概念性规划 
2019-2030年

三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李钊凤　刘芮宏　刘丽莎　滕立飞　陈心明
 李　刚　刘海彬　冯　骥

5
巴马瑶族自治县燕洞交乐乡村
旅游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等等次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
咨询中心

 李　莎　严　豪　唐小璇　梁姿密　卢雪琳
 黄灿辉　丘　静　陆　鹏

1
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乌吉村
旅游扶贫攻坚实施规划

一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周声发　李定攀　张君贝　亢红涛
刘丽莎　韦　优　邹玉婷　苏　俊　黄景有
徐之雄　黄　宇　孙艺匀　刘桂余　梁世超

2
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
金江村旅游扶贫规划(2019-2022)

二等等次
桂林市七颗星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仁志　关秋红　焦利梅　李龙艳　蒋莎萍
刘富超　梁莉清　范燕柳　石立平　欧轩彤

3
广西玉林市容县容州镇励志村
旅游扶贫规划

二等等次
南宁市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

荣海山　张月金　张　来　陆玉兰　梁立东
师　诚　蒙大军　李中逸　韩荣亮　张　成



六、旅游扶贫
   规划类

4 上林县大丰镇东春村扶贫规划 二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周声发  曾令俊  陈达活  黄荣宣
覃春番  邓年蔚  凌玉璟  李  茹  刘海彬　　

5
广西上林县西燕镇大龙洞村旅游
扶贫规划

二等等次
广西南宁领异景观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

 雷月阳　蔡永勇　文劲松　吴丽华　覃玉清
 全小军　岑雅婵　吴夏彬　黄丽珍

6
中国·大化红水河风情画廊
旅游带总体策划

二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周声发  曾令俊  刘圆圆  陈启斌
覃春番  邓年蔚  李  茹  黄  楚  黎  萱　

7
融安县大良镇古兰村旅游扶贫
提升规划（2019-2022年）

三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秦晓军  方品兴  郑世军  黄佩佳  蒋远颖
 陈晓丽  陈穗菁  梁航佳

8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村旅游
扶贫规划（2019-2022）

三等等次
广西西大旅游科学
研究院

 杨永德　张　文　杨艳芬　李　玲  黎　卫
 蒙良柱  陈亦静　陈晶晶

9
天峨县更新乡新林村巴满屯旅游
扶贫规划

三等等次
广西博驰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詹生敏　梁进贤　梁青元　廖华志　蒙金石
 梁姿密　严雄英　唐小璇

10
三江侗族自治县林略村旅游扶贫
规划

三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秦晓军　徐冠平　李　劼　李周谦　汤　荻
 周传馨　李　琦　刘丽莎

11
广西恭城县巨塘村旅游扶贫发展
规划（2019-2022年）

三等等次
桂林市七颗星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仁志  关秋红  刘富超  欧轩彤  石立平
 吴  楠  杨明兰  严家怡



12
武宣县东乡镇合群村旅游扶贫
规划（2019-2022）

三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滕　健　於涤非　林中高　金　鑫　曾令华
 黄宗焕　潘晓桦　李　刚

13
广西西林县足别乡央龙村旅游
扶贫规划（2019-2022）

三等等次
广西西大旅游科学
研究院

 杨永德　张　文　杨艳芬　李　玲　黎　卫
 蒙良柱  陈亦静　陈晶晶

14
广西贺州市昭平县江口村旅游
扶贫规划（2019-2022年）

三等等次
桂林市七颗星旅游景观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陈仁志  范燕柳  梁莉清  潘杨华  李龙艳
 吴  楠  杨润春  徐小哲

15 中国都安布努瑶文化之都总体策划 三等等次 广西旅游规划设计院
 周声发　李定攀　陈心明　梁世超　刘桂余
 罗云峰　黄　宇　邹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