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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年，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开始甲级资信评价，当年通过1386家，
其中安徽34家；2019年通过391家，其中安徽9家，甲级占比9.6%，
安徽省占比2.4%

2019年度资质审查意见汇总

申请事项 专业类别 申报数 通过数 通过率

升级

工程监理 399 47 12%

工程勘察 88 8 9%

工程设计 586 152 26%

工程造价 229 146 64%

建筑业企业 1597 166 10%

小计 2899 519 18%

新申请

工程监理 60 35 58%

工程设计 131 48 37%

建筑业企业 32 13 41%

小计 223 96 43%

延续

工程监理 17 15 88%

工程勘察 2 1 50%

工程设计 395 275 70%

小计 414 291 70%

合计 　 3536 90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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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导

文件精神
（一）优化发展结构。按照扶优扶强、做专做精、

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原则，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

（二）培育壮大骨干企业。支持鼓励建筑业企业

以产权为纽带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

（七）创新经营管理方式。支持工程咨询、勘察、

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检验检测等

中介服务企业联合重组或互补合作，拓宽服务领

域。



政策引导

文件精神

三、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

（四）培育全过程工程咨询。鼓励投资咨询、勘

察、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等企业采取联

合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发展全过程工程咨询，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全过程工程咨询企业。 



市场选择

文件精神

随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水平逐步提高，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建设意图，投资者或建设单位

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决策、工程建设、项目运营

过程中，对综合性、跨阶段、一体化的咨询服务

需求日益增强。这种需求与现行制度造成的单项

服务供给模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市场选择

文件精神

第二十二条 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使用财

政性资金的项目应当实行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第二十四条 承担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单位应

具备相应业务的甲级及以上工程咨询资信评价等

级或甲级工程设计资质的基本能力，同时还应具

备基本能力以外的工程咨询资信评价、工程勘察、

设计、监理、造价咨询和招标采购中的一项或一

项以上资质或相应能力。



市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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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  

利用现代化的规划设计方法，追求土
地的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与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统一

国土空间规划

致力于承担各类房地产、公共公用建
设项目的策划、规划方案及施工图设
计；技术咨询及技术优化服务

建筑设计

根据每个项目的特点，科学合理的制
定招标方案，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
之下，遴选最优承包商，保障项目顺
利推进

招标代理
致力于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造价、
经济分析、成本控制与管理等方面
的咨询与管理服务

造价咨询

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准
确核算土地及房地产的价值，为交
易，流转提供决策依据

房地产土地评估

以项目为中心，利用规划设计、造价、
监理、施工等综合技术能力，通过新技
术及信息化的手段，对建设项目进行统
筹计划及组织协调管理，实现项目投资
的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

项目管理

全过程
一站式

全过程覆盖 · 五项甲级 · 十八项资质



典型业绩
Ø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市火车站、合肥市轨道交通等重大民生工程
Ø 合肥市最大复建点十五里河一期、二期项目管理；
Ø 安徽省危旧房改造工程四位一体；
Ø 安徽省古生物博物馆项目管理；
Ø 交通银行滨湖后台服务基地前期项目管理；
Ø 肥东县浮槎路、幸福家园、撮镇等安置点项目管理
Ø 合肥市优秀项目管理企业
Ø 安徽省优秀项目管理企业
Ø 造价行业全国“百强企业”
Ø 七次代表安徽省出席全国性会议并发言
……



全过程工程咨询案例—保障性安居工程类

浮槎路安置点 撮镇安置点

十五里河安置点 龙祥家园

省检察院危旧
房改造



全过程工程咨询案例—公共建筑

合肥市火车站综合改
造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省地质博物馆 望江宾馆综合改造

交通银行后台中心



全过程工程咨询案例—工业建筑

国药控股安徽物流基
地

捷敏电子合肥基地

中科院上海**基地（涉密）



全过程工程咨询案例
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业绩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规模

1 浮槎路拆迁安置点 保障性安居工程 15万m2

2 合肥南站十五里片区综合改造项目 保障性安居工程 150万m2

3 撮镇安置点 保障性安居工程 10万m2

4 龙祥家园 保障性安居工程 20万m2

5 省检察院危旧房改造 保障性安居工程 3.8万m2

6 美国捷敏电子合肥基地 工业建筑 10万m2

7 中科院上海**基地（涉密） 工业建筑 6.5万m2

8 国药控股安徽物流基地 工业建筑 8万m2

9 合肥火车站综合改造 城市综合改造 1.92km2

10 望江宾馆综合改造 城市综合改造 0.8万m2

11 瑞格花园 房地产开发 10万m2

12 霍山清华苑 房地产开发 10万m2

13 安徽省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教育建筑 8万m2

14 交通银行后台服务基地 公共办公建筑 10万m2

15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 场馆 2万m2

瑞格花园▏佳境枫情苑▏省检察院危旧房改造▏合肥南站十五里片区综合改造项目  
▏国药控股安徽物流基地▏肥东县浮槎北路拆迁安置点▏中科院上海**基地▏龙祥
家园▏交通银行合肥后台服务中心▏望江宾馆综合改造▏霍山清华苑▏安徽省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全过程工程咨询案例 

获奖项目
    

    肥东县浮槎路前拆安置点项目

入选中价协《全过程工程咨询经典

案例》

    案例来源自全国近八千家造价

咨询企业，共征集28篇案例，本案

例是安徽省唯一篇入选。



服务模式  

建筑师
（团队）

造价
师

监理工
程师

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统筹，建筑师发挥主导作用，监理工程师与造价工程师为辅的“项目团队负
责制”
    



未来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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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模式  

Ø延伸产业链，构造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体系

做大
做强



服务模式  

Ø深耕专业，打造专业化服务品牌

做精
做专



服务模式  

跨界
融合

Ø“技术+资本”打包输出，以资本放大咨询服务价值



转型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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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

截至7月24日，2019年全国已有274家房地产企业发布破产公告



转型

2019年度资质审查意见汇总

申请事项 专业类别 申报数 通过数 通过率

升级

工程监理 399 47 12%

工程勘察 88 8 9%

工程设计 586 152 26%

工程造价 229 146 64%

建筑业企业 1597 166 10%

小计 2899 519 18%

新申请

工程监理 60 35 58%

工程设计 131 48 37%

建筑业企业 32 13 41%

小计 223 96 43%

延续

工程监理 17 15 88%

工程勘察 2 1 50%

工程设计 395 275 70%

小计 414 291 70%

合计 　 3536 906 26%

专业人员不足

业绩未达要求



转型

抱团取暖，合作共赢
组织变革，思路变革



一个人可以走的很快，一群人才能走的更远

能整合别人说明你有能力，能被别人整合说明你有价值





郁磊
Tel：15955150515
Email：45933489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