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价协〔2023〕6 号 

   

各市造价协会，各会员单位： 

根据《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优秀企业和优秀个人认定暂行办法》

（皖价协〔2022〕5 号），我们组织开展了 2021-2022 年度安徽

省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优秀企业和优秀个人认定活动，通过企业和

个人自愿申请、各市初审和推荐、专家评审、协会理事长办公会

审定，并经公示后，现将认定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1.2021-2022 年度安徽省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优秀企业 

认定名单 

2.2021-2022年度安徽省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优秀个人 

认定名单 



3.2021-2022 年度安徽省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优秀全过

程咨询企业认定名单 

 

 

2023 年 2月 24日    

 

 

 

 

 

 

 

 

 

 

 

 

 

 

 

 

 



附件 1 

 

序号 认定名单 所在市 

1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3 安徽安建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4 安徽建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 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6 安徽润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六安市 

7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8 安徽远帆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9 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0 安徽凯奇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1 安徽双泽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3 安徽金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4 安徽远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5 安徽方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16 安徽凯吉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7 安徽宝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8 安徽弘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合肥市 

20 安徽省永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市 



21 安徽正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 

22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23 安徽新起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24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25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26 安徽九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27 安徽瑞邦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28 安徽振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29 安徽铭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30 安徽中汇建银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 

31 安徽诚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市 

32 安徽建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33 安徽京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34 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35 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铜陵市 

36 合肥功成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37 安徽人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38 安徽华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39 安徽皖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40 安徽新元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41 安徽忠实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42 安徽万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3 安徽宜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44 安徽联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45 安徽恒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6 安徽安瑞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47 安徽众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市 

48 安徽中辰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49 安徽恒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50 安徽诺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1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2 盛唐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3 安徽天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4 安徽度量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55 安徽中一建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6 安徽新芜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57 安徽天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58 安徽求是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9 安徽汇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60 安徽省良基工程造价事务所 合肥市 

61 安徽同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 

62 合肥丰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63 安徽金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64 安徽永昌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铜陵市 

65 安徽正大永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66 安徽恒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67 阶梯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68 安徽新天源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阜阳市 



69 安徽明珠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70 安徽省华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亳州市 

71 安徽天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72 安徽中润国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73 安徽众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74 安徽华证鑫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蚌埠市 

75 安徽金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76 安徽皖瑞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肥市 

77 安徽国建投资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78 庐江中信会计师事务所 合肥市 

79 安徽国建招标造价有限公司 六安市 

80 安徽蓝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铜陵市 

81 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82 恒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83 安徽金健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 

84 安徽大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85 安徽同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86 安徽建兴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 

87 安徽新众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淮南市 

88 安徽众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89 安徽皖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90 安徽晟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91 安徽宏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 

92 安徽省嘉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 



93 安徽永合德勤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蚌埠市 

94 安徽公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95 安徽恒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96 安徽红日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97 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98 安徽恒信腾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99 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00 安徽美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101 安徽峙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宿州市 

102 安徽华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103 黄山双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山市 

104 安徽佳宝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05 安徽海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106 安徽省中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07 安徽和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108 舒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六安市 

109 安徽达坤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市 

110 安徽瑞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11 安徽华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12 安徽中恒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113 芜湖建联工程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4 安庆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115 安徽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16 安徽永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117 安徽振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118 安徽华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19 安徽中堂工程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20 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21 安徽诺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2 安徽华远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3 安徽南巽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4 安徽中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125 安庆诚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市 

126 芜湖平泰建筑工程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芜湖市 

127 安徽省建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128 安徽华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9 安徽同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30 安徽万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宿州市 

131 安徽宏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132 安徽安然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 

133 黄山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黄山市 

134 安徽正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35 安徽世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36 安徽泽普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淮北市 

137 马鞍山市和合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138 马鞍山和天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39 安徽金阳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阜阳市 

140 宣城凯胜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141 安徽图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142 安徽科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143 安徽三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 

144 蚌埠市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蚌埠市 

145 安徽同盛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宣城市 

146 芜湖皖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147 安徽大众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有限公司 淮南市 

148 安徽邦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149 安徽艺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附件 2 

 

序号 认定名单 工作单位 所在市 

1 李顺达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 陈玉明 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3 朱宝红 安徽远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 朱士奇 安徽凯奇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5 陈俊东 安徽省良基工程造价事务所 合肥市 

6 朱建华 安徽宝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7 聂美琴 合肥功成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8 王  毅 安徽建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9 王友国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10 孟海平 安徽华证鑫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蚌埠市 

11 徐国平 安徽润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六安市 

12 柏  娟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3 陈思铎 安徽瑞邦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14 蒋雅洁 安徽双泽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5 钱以军 安徽新起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6 王永刚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7 聊宗军 安徽中汇建银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 

18 朱桂凤 合肥丰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9 程世庆 安徽联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20 杨  琴 安徽中一建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1 王白羽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22 张武毅 安徽新元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3 王  炜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24 茆凤林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5 周树平 安徽省永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市 

26 唐青松 安徽中恒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27 张国水 安徽新众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淮南市 

28 曹  铭 安徽新起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29 程龙生 安徽皖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30 张银锋 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31 付  勇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32 张磊乐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33 张海清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34 武洪喜 北京华证鑫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 蚌埠市 

35 陶  勇 安徽正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 

36 朱  涛 安徽中汇建银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 

37 马帮飞 安徽金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38 夏明德 安徽建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39 倪才兵 安徽凯奇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0 张  捷 安徽众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1 周文勇 安徽众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2 张颂良 蚌埠市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蚌埠市 

43 方家华 安徽方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44 吴文胜 阶梯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45 卓士杰 安徽中汇建银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 

46 杨庆永 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47 胡大斌 安徽金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48 胡以超 安徽恒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49 胡莉娜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50 吴婉晶 合肥信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1 黄海明 安徽振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52 孙业军 安徽铭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53 李翼鹏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54 尹良健 安徽佳宝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55 申恒金 安徽新天源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阜阳市 

56 宋红艳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57 夏红年 安徽华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8 李洪垚 盛唐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9 王红星 安徽宜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60 张  明 安徽宏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61 周如忠 安徽凯吉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62 余子田 滁州市中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63 钱  勇 安徽人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64 刘祖清 安徽汇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65 胡宏伟 安徽省华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亳州市 

66 汪姜峰 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安庆分公司 安庆市 

67 陶菊冬 安徽省良基工程造价事务所 合肥市 

68 吴长庚 安徽忠实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69 马宏兵 安徽永昌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铜陵市 

70 周  伟 安徽瑞邦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71 高  烽 安徽安建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72 于添伟 安徽瑞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73 解子芹 上海正弘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合肥市 

74 周友兵 芜湖平泰建筑工程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芜湖市 

75 王传欢 安徽弘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76 胡  挺 芜湖建联工程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芜湖市 

77 令狐岩 安徽筑融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宿州市 

78 张齐中 安徽忠实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79 杜  力 安徽天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80 林  青 安徽宝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81 邵萍萍 安徽明珠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82 王  斌 安徽同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83 付金强 安徽凯吉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84 吴兴隆 恒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85 汪志华 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86 吕德文 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87 贺永金 安徽金诚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肥市 

88 武晓虎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89 陈伯文 安徽和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90 管海军 安徽华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91 刘兴前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92 高元名 安徽宏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 



93 程  瑞 安徽华证鑫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蚌埠市 

94 许发明 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铜陵市 

95 蒋怀家 安徽中辰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96 李  艳 安徽省华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亳州市 

97 任德忠 安徽华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98 汪邦友 安徽建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99 徐敬伟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100 方龙海 安徽度量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101 孙后萍 安徽振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102 徐  杰 安徽大别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103 陈  坤 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04 侯树辉 安徽铭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105 李贵来 安徽晟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06 王显亮 安徽华远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 合肥市 

107 王同金 安徽中堂工程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08 郑西伟  安徽正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 

109 丁  萍 芜湖市通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0 魏爱香 安徽天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11 周美好 安徽美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112 陈乃庆 安徽森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市 

113 朱国华 安徽省建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114 周朝中 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15 丁  俊 安徽天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116 万冠军 安徽建兴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 



117 范德森 安徽新芜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118 王云满 安徽大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119 陈西云 安徽达坤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市 

120 潘秉刚 安徽众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21 陶  明 安徽金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22 林文强 安徽弘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3 沈  健 安徽省中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4 李立民 安徽佳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125 刘  玲 安徽恒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126 闵远春 安徽金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7 李吉勇 安徽国建投资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128 李何疑 安庆诚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市 

129 高先银 安徽诺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30 张  林 安徽科信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131 余明志 安徽安建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32 龚乃东 安徽国建招标造价有限公司 六安市 

133 孔俊峰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134 倪华山 安徽海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135 汪自东 安徽世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 

136 熊水荣 安徽京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137 曹红艳 安徽天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宿州市 

138 朱孝龙 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39 陶余霞 安徽国建招标造价有限公司 六安市 

140 王  勇 安徽远帆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41 李文印 安徽中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蚌埠市 

142 刘  杰 安徽美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143 郝同金 安徽天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44 刘  义 信永中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合肥市 

145 李忠元 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146 王千钧 安徽同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 

147 张  群 合肥功成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48 郭昕蓓 安徽天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149 殷敏来 安徽皖瑞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肥市 

150 计玉贵 安徽星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51 李士芹 恒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52 方国樑 上海中世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芜湖市 

153 李海洋 安徽双泽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54 文  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合肥市 

155 徐刘庆 安徽中信智力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156 洪正峰 黄山双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山市 

157 李必章 安徽皖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58 陆永超 安徽峙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宿州市 

159 卢庆江 安徽广利宏远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有限公司 淮南市 

160 管志宏 安徽科睿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161 王  胜 恒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62 张晓琴 安徽同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 

163 孙  鑫 安徽世诚工程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淮北市 

164 丁秀上 安徽诚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市 



165 贾侠巍 安徽蓝天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铜陵市 

166 刘  平 安徽江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67 王  军 安徽中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168 宣礼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合肥市 

169 张传忠 安徽永合德勤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蚌埠市 

170 张  超 马鞍山市和合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171 王金燕 安徽天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市 

172 王从英 安徽众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市 

173 徐国妹 安徽省建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174 张余民 安徽九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75 姚杏云 黄山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黄山市 

176 孙承水 芜湖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177 孙淑红 安徽世诚工程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淮北市 

178 李  智 安徽能合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山市 

179 沈左勇 重庆正平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分公司 芜湖市 

180 王  华 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181 刘金玉 盛唐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82 陈  广 安徽宏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阜阳市 

183 李  成 安徽晟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附件 3 

 

序号 认定名单 所在市 

1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2 安徽金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3 安徽省永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市 

4 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5 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6 阶梯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7 恒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8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9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10 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11 安徽立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12 安徽同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 

13 安徽中一建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4 安徽天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15 安徽凯奇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16 安徽方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17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8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9 安徽三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 

20 安徽天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1 合肥丰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2 安徽瑞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23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4 安徽安建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25 安徽海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宣城市 

 

 

 

 

 

 

 

 

 

 

 

 

 

 

 

 

 

 

 

 

 

 

 

 

 

 

 

 

 

 

 

 

 

 

 



 

 

 

 

 

 

 

 

 

 

 

 

 

 

 

 

 

 

 

 

 

 

 

 

 

 

 

 

 

 

 

 

 
 
 
 
 
 
 

抄送：省社管局、省造价管理总站，各市造价（定额）站。 

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2023年 2月 2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