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合肥市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优秀成果奖评选获奖名单

序
号

获奖
等级

项目成果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投资估算、概算（预算）

1 优秀
宿松县S249（S213）破凉至牌楼公路工程
（隧道工程）

安徽建皖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袁兆全 王少光、焦玉龙、胡子涛

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1

一等

合肥市第六中学新校区项目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李顺达 茆凤林、常杰、李钢垒

2 新建上派镇南郢安置点一期工程项目 合肥功成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聂美琴 宋擎华、张群、袁祥

3 合肥市轨道交通2、3号线延长线土建施工总
承包-3标段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磊乐 王炜、刘杨、邓道雨

4 中科合肥智慧农业协同创新研究院项目总承
包施工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胡莉娜 刘兴前、高营、韩文君

5 蜀山经开区湖光路和振兴路道路提升改造施
工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徐银平 柏娟、葛建国、刘冬冬

6 中共舒城县委党校建设项目 安徽远帆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学龙 王勇、夏秀龙、徐洁

7

二等

安徽省针灸医院新院区暨中医药传承创新工
程项目施工总承包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友国 魏彪彪、王晓红、谢兴俊

8 合肥市综合管廊监控中心项目施工总承包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永刚 陈辉、华春、付勇

9 中铁四局机关大院北区危旧房拆迁改造项目 安徽新起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钱以军 王亮、曹铭、王惠红

10 肥东县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 安徽忠实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方安来 张超、程起国、吴长庚

11 皖投·国滨世家三期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 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吕德文 陈坤、梁敏、李森

12 灵璧县乐居世纪城建设项目二期工程（乐居
世纪嘉园D区）项目

安徽九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尤健 王兴宇、赵辉辉、程堂峰

13 龙塘工业聚集区初期雨水污水处理工程 安徽弘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方本让 王传欢、林文强、程立春

14

三等

畅通二环（西南环）金寨路、合作化路、宿
松路、宁国路节点工程施工-2标段

安徽凯奇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朱士奇  倪才兵、杨文忠、汪胜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

文婧 宣礼云、车雅琪、姚红

15 凤阳县文治坊（原FY03-10地块）安置小区
项目

盛唐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宋太凤 梁发霞、吴昌龙、曹姝

16 宿松县白崖寨路及高铁站路网配套工程 安徽天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郝同金 段娇娇、叶小平

17 凤台县人民医院新院区及二期建设工程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白羽 武晓虎、贾小振、朱毛毛

18 龙河口引水工程施工2标段 安徽通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汪卫斌 徐梦春、沈超

19
大连路（包河大道-巢湖南路）道排及综合
管廊工程和十五里河片区合作化南路与万佛
湖路交口东北地块土方清运工程

安徽新元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张武毅 陈亚萍、罗先前、张苏

20 太和县人民医院新院区装饰工程 安徽精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陈喜 黄霞、王业卫、宋金凤

21 中科大高新园区附属中小学幼儿园、昌河幼
儿园工程

安徽云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昌林 胡文超、卢海燕、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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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秀

高新集团科研楼工程施工 安徽恒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陈德旺 宛安农、殷保标、周家斌

23 海恒科创中心项目施工总承包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安徽
分公司

王根苗 周衍露、蒋红鹏、陈建国

24 安徽省科技馆项目幕墙工程 安徽建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铃燕 汪邦友、吴琴、张鲜艳

25 幸福庄园北城健康养生园施工总承包 安徽公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施学续 程淑琴、李频、黄波

26 G312合六界至迎宾大道交叉口段快速化改造
工程

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代小海 李慧英、李丽、李龚斌

27 合肥国际陆港项目一期施工总承包 安徽省中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沈健 陆飞翔、査振敏、夏鹏飞

28 金寨县幸福家园安置房工程 安徽国鑫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吴金洲 张凤燕、杨斌

29 滨河湾B、D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 安徽中辰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蒋怀家 胡群芳、胡劲松

30 肥西县高店乡长东社区新村安置点项目 安徽明珠建设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邵萍萍 黄忠伟

31 安徽省应急救援综合训练基地造价咨询服务
项目

恒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黄斌 程伟、李士芹、吴兴隆

32 肥西县方兴大道下穿积涝点整治第一阶段工
程

安徽世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段昌俊 肖勇、李泽福、王琪

33 三河镇工业聚集区配套道路工程 合肥丰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岩 季争争

34 中国(合肥)国际智能语音产业园一期孵化园
B区8#楼施工

安徽宝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孔德玉 金鑫、鲍方磊、钱赛林

35 圩西河源头（新河湖周边）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工程 一标段

华联世纪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分公司

蒋若翌

36 撮镇镇大彭路（青洛河路~新世界路）建设
工程

安徽华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汪福生

37
G237苏皖省界至砀城北段改建工程（-
K0+140~K10+509.5）-
（K10+509.5~K19+236.5）

安徽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文见章 王克海、杨臣、徐舒生

38 酿酒生产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1#酿酒车间施
工工程

安徽中润国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蔡里 李艳

39 滁州市应用技术学校二期工程施工工程量清
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安徽众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崔华峰 周文勇、谢伟

施工结算类

1

一等

琥珀东华府东苑建安工程 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华鑫 陈玉明、陶春阳、鲍玲燕

2 花冲公园改造工程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永刚 陈辉、付勇、史韦莉

3 南艳湖全民健身中心工程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白羽 李晓影、黄瑶

4
合肥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
城市项目暨合肥市视频监控系统（二期）工
程

安徽宝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刘大智 朱建华、林青、丁芸芸

5

二等

安徽矿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主体及室外工
程结算审计

安徽金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成华 方学明、闵远春

6 合肥市蜀山新产业园二期复建点高层施工项
目

安徽新起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钱以军 王亮、王惠红、曹铭

7 滨湖·阳光里一期工程施工结算审核 安徽省良基工程造价事务所 陶菊冬 李海方、高彩云、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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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二等

蚌埠绿地中央广场五期B座总包工程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磊乐 周光燃、常陈峰、倪进斌

9 萧县凤翔学校、萧县实验小学（凤城校区）
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EPC）

安徽双泽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蒋雅洁 王佳庆、胡大柱、赵磊

10 长丰县张义公路（高速吴圩道口至朱巷段）
改建工程S1标段 工程价款审计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李顺达 李丽萍、樊明明、王於军

11

三等

五河县2017年东刘集镇、武桥镇、申集镇美
丽乡镇建成区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项目

合肥信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洪礼明 罗晓霞、钟黎、胥海山

12 阜阳市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工程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波 孙孝杰、张玉鹏、李潇涵

13 皖南医药卫生学校新校区一期工程结算审核 安徽华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桢 张礼贵、谷仕卒、王晓娟

14 安徽名人馆（一期）工程 安徽忠实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吴长庚 薛云、程起国、张齐中

15 蜀西祥源·金港湾会馆二期建筑总承包工程 安徽远帆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蒋世华 费丽华、章倩、李云峰

16 香樟里·那水岸小区二期14#～17#楼、14#
～17#楼地下室、24#～27#楼及幼儿园工程

安徽华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荣刚 李光霞

17 合肥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二期工程 土建施
工2标段工程

合肥功成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张玉能 刘昆、张群、聂美琴

18 灵璧汇兆亿融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灵璧星和
湾.书香门第（南区）工程

安徽凯吉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周如忠 付金强、许婷婷、陆广保

19

优秀

合肥特殊教育中心北校区建设项目 安徽瑞邦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陈思铎 周伟

20 泗县人民医院新院项目 安徽万隆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史学新 张红、郭健、潘云峰

21 第三十八中学东校区、幸福路小学、站塘学
校新建工程施工结算

安徽华远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 王显亮 管梅、杨帆、陈志

22 包河区“庐南人家”复建点1#-8#楼、商业
综合楼、幼儿 园、开闭所及地下室工程

安徽九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马金乐 王兴宇、赵辉辉

23 102省道颍上江店孜至阜阳四十铺段改建工
程（二期）施工01标

安徽华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其四 李杰、项国光、王亚

24 2020年五河县浍南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安徽诚投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郑友健 张文政、武家标

25 安徽芜湖伟星金悦府一期一标段工程
安徽皖瑞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
司

高辉 殷敏来、方梦琳、马树杰

26 临泉县2019年城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第一
批）施工第一标段

安徽金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思 王朋辉、朱明亮

27 高速·时代城项目三期办公楼（B地块办公
楼）总承包工程

安徽安瑞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王东青 郭玉品、苏代荣

28 安粮云水居施工总承包工程 安徽德龙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林刚 刘夕常

29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极端精密智能制
造研发与测试平台-环境智能检测装备研发
测试平台项目

安徽正大永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肖建伟 徐礼维

30 颍上佳源﹒巴黎都市1-3#楼、5-12#楼、南
区地下车库S1、S2#商业及配电房工程

安徽安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崔琳 钱彩云、王红梅

31 年产10亿只磁钢生产基地项目—返乡创业园
PPP项目

安徽龙秀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华龙 朱士正、焦小军、方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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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等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亳州市利辛县天
童紫金东莱郡工程造价鉴定

安徽凯吉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付金强 周如忠、许婷婷、孙文涛

2
二等

金大地时代天街1#、2#、3#、5#、6#楼及其
附属商业S-1#、S-2#和地下车库工程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友国 宋红艳、王敏、俞欢欢

3 芜湖市铅丝厂地块安置房工程造价鉴定 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刘爱文 汪姜峰、陈二标、李斌祥

4

三等

欧洲新城小区1、2号住宅楼、商铺1、2、3
号楼、地下车库及自行车库工程造价鉴定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陈叔可 徐绍祥、刘绮学、茆凤林

5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股份限公
司安徽分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鉴定意
见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
行

侯仙仙 姚红、宣杰

6 庐江县城西新区二期征地安置房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永刚 王舟、薛圣广、付勇

7

优秀

“合肥瑶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徽荣港置

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工程造价

司法鉴定“银河·幸福广场商业1#、2#楼；商业

A楼及地下室；商业B楼、C楼和B、C楼地下室；

地下室旁边110KV变电站、8#住宅楼”工程

安徽华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刘培毅 蔡义朋、曲昉

8
合肥市蜀山区董铺水库水源保护湖区土地整治安

置点（南岗惠园）工程施工【三标段E组团】项

目
安徽中一建设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杨琴 万金、曹伦峰、石井川

9 万佛湖创建5A景区提升改造工程造价鉴定项
目

安徽精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金保 李桂林、葛俊、刘洋

全过程咨询

1
一等

安徽省徽州学校迁建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项
目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叶锋华
陈飞、王健、方尉、于强

、时义雷

2 中国铁建悦湖国际全过程造价咨询 安徽安瑞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王健一
牛峰、迪争杰、孙志鹏、

徐申申、严艳

3

二等

阜阳市一道河路西延（三十里河-航颍路）
全过程咨询项目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于士强
杨波、张玉鹏、谷洪俊、

钱雪松

4 合肥滨湖金融小镇启动区A地块项目全过程
咨询

鼎信数智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青
宋伟伟、孙想、陈燕、陈

玉明、李翔

5 安徽倍增5G大数据智能运营中心项目 安徽远帆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勇
蒋世华、吴俊华、秦唐琼

、卞振红、胡玉笛

6

三等

安徽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江北北湾智能装备
制造园路网水系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EPC项
目全过程咨询服务项目

安徽省永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树平
许淑红、朱世军、王娟、

杨丽娟、刘安香

7 新国际旅游综合体工程 安徽凯奇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朱士奇
倪才兵、杨文忠、胡开胜

、张义发

8 合肥华侨城空港国际小镇启动区 全过程咨
询服务

安徽晟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敏
李贵来、王盾、王义明、

丁涛、程乃霞

9

优秀

六安徽盐龙湖湾项目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柏娟
江旭、徐银平、葛建国、

王超、马永莉

10 张江高科张江萧县高科技园区PPP项目 （萧
县龙城创业天地项目）

安徽双泽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蒋雅洁
沙其菊、徐爱余、胡大柱

、赵磊、黄雅薇

11 安徽金箔机电产业园1#2#厂房工程 安徽华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夏红年 管海军、胡为民、袁小鹏

12 唯品会合肥商业项目
安徽省志成建设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
司

韩艳 冯晨、周安川、汪昌松

13 安徽省裕溪闸除险加固工程跟踪审计及竣工
结算审核报告

安徽安建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高烽
陈诚、高飞、赵仁杰、何

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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