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申报单位 所在地 

一等奖 

1 
淮南市淮西湖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

标限价编制 
王敏,高小磊,王友国,宋红艳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2 
合肥市骨科医院门急诊综合楼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

价编制 
倪才兵,杨文忠,朱士奇,张义发 安徽凯奇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3 安庆高新区山口片综合开发 PPP 项目勇进路工程概算审核 王红星,王朝红,李龙,徐宏跃 安徽宜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4 安粮黄山秀湖山庄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徐爱余,蒋雅洁,卢孟林,杨啸,沙

其菊 
安徽双泽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 
肥东县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项目施工工程量清单的编制与审

核 
王斌,程起国,胡柏松,吴长庚 

安徽忠实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安徽诚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6 印象南屏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周羽,王瑞琴,杜力 安徽天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7 
蜀山区蜀山湖路东段、甘泉路、含珠路、蜀山湖路西段道排

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程群,奚正江,蒋雷君 

北京华瑞行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芜湖分公司 
芜湖市 

8 巢湖市花塘河河口西侧旁路湿地工程结算审核 王永刚,陈辉 安徽金瑞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9 安庆市立医院新院区智能化工程工程结算审核 王莎莎,程世庆 安徽联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10 蜀山产业园四期公租房工程结算审核 陈玉明,陈树芹,张青,张银锋 安徽鼎信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 

11 苏滁现代产业园六期标准化厂房项目工程结算审核 朱孝龙,任炜,赵传杰,杨庆永 安徽诚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2 合肥市杏花公园公共停车场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高彩云,陶菊冬,陈俊东,李海方 安徽省良基工程造价事务所 合肥市 

13 安庆港石门湖凤凰作业区工业品码头工程结算审核 王亚安,汪姜峰,丁志勇,张弛 安徽中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4 
来安县文化艺术中心项目施工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

制 
潘德家,许玉琴,杨璐,徐义祥 安徽佳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15 合肥首创奥特莱斯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刘杨,王炜,张磊乐 国华工程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二等奖 

1 
合肥市二院老年护理院智能化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

价编制 
胡莉娜,高营,张登雪 

安徽欣安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合肥市 

2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新区及合肥市中医院建设项目总承包工

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陈刚,钱赛林,史一鸣,陈周平 

安徽宝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合肥市 

3 
世纪金源亳州 2019-36 号地块项目其他工程造价咨询（工程

模拟清单投标价转合同价） 
王兆坤,蒋齐,王中燕,曾令锋 安徽金诚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肥市 

4 淮北市桂苑东路道路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高莉,谭红艳,卓士杰,田春梅,聊

宗军 

安徽中汇建银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淮北市 

5 
芜湖市鸠江区一中北侧新建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工程量清单

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周树平、杨丽娟 安徽省永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芜湖市 

6 
安厦帝景名都尊邸 1-4 号楼（含地下室）及室外附属工程结

算审核 
闵远春,束传生,吴章才,李成华 安徽金科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7 
滁州市清流污水处理厂水质提升湿地项目一期工程量清单与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王天娇,赵婷婷,马利,尹良健 安徽佳宝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8 东方汇 1 区 2 区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王秀梅,朱宝红 安徽远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9 
合肥市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建设项目公共卫生检测中心楼实验

室设备采购安装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徐梦春,汪卫斌 安徽通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0 
东风嘉实多油品有限公司年产 17 万吨车用润滑油工厂项目

EPC 总包工程（一期）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王宪莉,刘寿银,朱燕红,严艳 安徽安瑞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11 凤阳县李二庄中学迁建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陆长荣,李玮 安徽正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2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合肥校区景观绿化工程结算审核 樊明明,李丽萍,李顺达 安徽华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3 
裕安区绿色城南高铁新区生态基础设施及高新技术园（创业

园）ppp 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孙亮,方家华,徐庆科,章爱军,王

思喜 
安徽方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14 大渡口镇红星国际生活广场工程造价鉴定 吴文胜,何孔飞,陶应生,崔秀萍 阶梯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15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一期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量清单与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张余民,程堂峰,张光明,马金乐 

安徽九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

公司 
合肥市 



16 
滁州市机动车辆技术检测站迁建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

限价编制 
潘雪予,张宗昱,刘庆花,郝勇 安徽人和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滁州市 

17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宝庆高新产业园项目回购价格审核 胡大斌,许克锋,龙维银,江佳佳 安徽金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8 
安徽省嘉佰利针织品有限公司 1#厂房、职工宿舍及围墙工程

结算审核 
薛欢欢,张超,余胜前 

马鞍山市和合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马鞍山市 

19 引江济淮繁华大道桥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夏明德,汪邦友 安徽建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0 龙蟠河公园三期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左强,陈杰,鲁娟娟,王朝俊 安徽顺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21 滁州市敬梓路中学新建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王昌玉,王金梅 
江苏天业工程咨询房地产估价有限

责任公司滁州分公司 
滁州市 

22 
霍邱县 S343 霍陈路一级公路改造（城西湖大桥及接线）工程

第三合同段工程结算审核 
方本让,王传欢,薛谟山,林文强 安徽弘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23 
宿州市银河四路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

投标限价编制 
欧阳罡,许顺 安徽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24 
泾县福朋喜来登酒店项目土建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含工程

造价咨询） 
谷琦 安徽恒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25 
八公山区 2020 年中央财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量清单与最高

投标限价编制 
丁秀上,朱明班 安徽诚大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市 

26 
太和县河西污水处理及回用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

编制 
彭可汉,谭燕 安徽博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7 马鞍山采石古镇一期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钟云,杨策,邢小明,丁俊 安徽天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 

28 芜湖格力商用热水器项目总包工程结算审核 俞明 
芜湖建联工程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芜湖市 

29 淮北市杜集片区污水转输工程Ⅰ标段工程结算审核 梅玉凤 安徽世诚工程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淮北市 

30 长江西路与沿线道路立交工程第三方质量检测工程结算审核 汪福生 
安徽华鹏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合肥市 

31 
芜湖县新芜经济开发区西次六路雨污水管网改造工程结算审

核 
范德森,江杰,王军 安徽新芜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三等奖 

1 
合肥滨湖特色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运营工程工程量

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程伟,吴兴隆,黄斌,李士芹 恒泰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 蜀山区井岗镇前新庄城中村改造复建点工程工程结算审核 钱以军,王亮,曹铭 安徽新起点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3 
淮北市华松房地产有限公司太阳城 C区项目（含幼儿园）工

程结算审核 
李胜,钟宜洋,慈铁,朱黎明 

安徽银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合肥市 

4 
歙县古关西片区基础设施及路网建设工程富新路（布丰路-

二环路）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柯毅文,王姣,洪正峰 黄山双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山市 

5 
合肥高新区将军岭路（长江西路-习友路南）道排及其附属工

程结算审核 
周伟,曹勇,陈思铎 安徽瑞邦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6 寿县蜀山现代产业园丰收大道及五条道路延长线工程的结算 管梅,王显亮,杨帆,支庆云 安徽华远工程造价事务有限公司 合肥市 

7 淮北市淮海翰府二期住宅小区工程结算审核 薛娟,宋爽,万利,王从英 安徽众信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淮北市 

8 
合肥四水厂迁建工程施工招标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

制 
聂美琴,宋擎华,聂晓龙,张群 合肥功成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9 
明光市嘉山路东延跨线桥及道路接线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

投标限价编制 
董园园,李洪垚 盛唐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滁州市 

10 全椒县中医院迁建工程主体及附属施工项目工程结算审核 吴旭 铜陵华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铜陵市 

11 2017 年白龙镇畅通工程给水管网改造工程结算审核 马騡,曲怡,华壮丽 安徽枫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2 华涛·平安里总包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陶敏,仇天剑,张婷婷,董明堂 芜湖市鑫泰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 

13 
阜阳市东方明珠小区“人防工程等设计变更、经济签证、材差

调整”工程造价鉴定 
胡劲松,刘斌,胡群芳 安徽中辰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合肥市 

14 
滁州市创业南路（会峰路-龙蟠大道）道路工程量清单与最高

投标限价编制 
崔华峰,张捷,束从中,周文勇 

安徽众望工程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合肥市 

15 
安徽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筹）图文信息中心、地库及室

外配套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黄波,王云芳,李频,杨良荣 安徽公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6 合肥旭恒花园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卞振红,孙彦双,蒋世华,杨飞,夏

秀龙 
安徽远帆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17 
依江都市产业园（二期）工程及配套设施项目工程量清单与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潘琳,任德忠,唐红峰,罗传有 安徽华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18 
安徽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停车场建设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

限价编制 
陈二保,吴开凤 马鞍山姑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19 亳州市肿瘤医院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李艳，王文先,常坤 安徽省华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亳州市 

20 蚌埠煤田地质技工学校教学（实训）综合楼工程结算审核 王殿涛,王晓广,张雪德 安徽中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蚌埠市 

21 潜山市雪湖片区治理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汪传清,程龙生,徐易权,江业庆 安徽皖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 

22 
北湖建设及周边地块改造-紫薇路北侧地块绿化工程量清单

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陈涛,解奎,李晓阳 滁州东方造价工程师有限公司 滁州市 

23 
宁国市河沥园区主次干道提升（东城大道、长虹路）改造 EPC

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含工程造价咨询） 
叶俊林,王堂春，杨春利 安徽宏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市 

24 
安庆市菱南大沟北侧截污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

制 
郭森，刘成铮，储竹遐 安徽德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25 
淮北市烈山区梧桐南路马场街安置房（缘山小区）二期工程

结算审核 
赵承庚,张鑫,李强,张怀珍 

安徽永合德勤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蚌埠市 

26 
太湖县丰泰家园安置小区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

制 
何运群,曹冬梅,王劲云 

安徽禅源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安庆市 

27 三里派出所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黄世勇,吴斯勤 安徽中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28 
空港国际小镇宝教寺湖生态修复工程施工及运营工程工程量

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张武毅,张苏,罗先前 安徽新元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29 中南熙悦小区配套小学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施祖海 安徽汇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30 
祁门县老党校保障性住房小区项目—二期工程工程量清单与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章健,姚杏云,程和兴 黄山诚信工程造价事务所 黄山市 

31 多金大公馆二期总承包工程结算审核 许玮龙,许婷婷,孙文涛,周如忠 安徽凯吉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32 干渠南路(三元路~寿春路)道路工程结算审核 董家玉,侯树辉 安徽铭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六安市 

33 安庆市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一期）项目工程结算审核 焦平,孙和平,程华根,李何疑 安庆诚信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安庆市 

34 玉屏齐云府三期 16#-19#楼工程结算审核 汪田伟,郭世龙,程夏生,叶小平 安徽天启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35 单县蘭园一期总包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姚升国,刘夕常 安徽德龙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36 
贵池区殷汇砂石集散中心 EPC 总承包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

高投标限价编制 
刘鹏飞,周美好,刘小琴,刘杰 安徽美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37 
天长市茉莉安居小区二、三期项目景观绿化工程量清单与最

高投标限价编制 
徐厚缙,郑秀萍,李秀凤 安徽圆方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38 
安徽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省级联网收费管理平台升级

改造项目工程结算审核 
缪梦蝶,阚文彬,黄瑶,李伟 

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合肥市 

39 淮北市龙山南路道路工程结算审核 李必章,贺小红,李广超 安徽皖申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0 阜阳市奥林匹克体育公园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钱继宝,郭昌招 安徽金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41 
安庆市经开区两区共建和平东路（站南路~皖江大道）道路及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结算审核 
汪益,陈丹,谷敏 安庆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42 “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龚千辞 安徽诺金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43 
灵璧县建设北路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工程结

算审核 
施其四,赵兰利,李杰 安徽华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4 合肥万科森林城项目 D2地块施工总承包工程结算审核 汪生平,孙静,喻皓东,吴敏 安徽晟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45 

2017 年第三批次合肥市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及其供配

电系统设备、材料采购、安装、调试、送电、运行交付工程

结算审核 

刘岩,季争争,蒋丽萍,司圣兵 合肥丰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46 芜湖县城南幼儿园新建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陈文祥,邓华兰 芜湖皖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芜湖市 

47 
长丰县岗集镇金湖花园C区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

编制 
宛安农,陈德旺,殷保标 安徽恒信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48 李家湾锰矿开采项目风井井巷及安装工程结算审核 徐波,李宁,刘美硕 信永中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蚌埠市 

49 

安庆瑞迈特科新建厂房工程（先进医疗/半导体新材料及精密

加工项目）-轧制、机加工、研磨车间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

限价编制 

朱琳,陈静,黄艾明,赵曼 安徽智特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50 薛园路工程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刘建平,王守峰 安徽拂晓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宿州市 

51 四宜新雅居（一期）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谈潭,范琳琳,沈亚进,刘芹 安徽求是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2 
萧县龙河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工程全过程工程

造价咨询服务 
任永胜,周应高 安徽中天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3 
滁州市紫薇北路延伸段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一期工程工程

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田兆富,付世宝 

安徽中润国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 
滁州市 

54 
姑山矿二期 35KV 线路改造工程（章塘变出线）工程量清单

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张涛,王同金 马鞍山天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55 
六安市广播电视发射塔迁建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

编制 
尤峥,胥海山,吴婉晶 合肥信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6 中央储备粮巢湖直属库苏湾分库项目工程结算审核 李光霞 安徽华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7 
六安技师学院综合型产教融合市场级示范实训基地（第二校

区）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陶余霞 安徽国建招标造价有限公司 六安市 

58 
阜阳智能制造产业园-无人机产业园一期项目工程量清单与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葛建国,柏娟,俞辉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59 
2020 年砀山县城区新建及改造道路市政工程项目-菁华园东

侧路改造、新建人民路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文见章,夏军 安徽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 

60 
苏滁现代产业园标准化厂房锦州路厂区（无与伦比）工程全

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许书林,黄育蓉,杨付海 安徽恒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滁州市 

61 
利辛县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医技住院综合楼工程工程量清单与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赵玉成,何伟琴,张汉雨,朱建康 合普项目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 

62 
阜阳市颍东区和至佳苑安置区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

价编制 
谢月实,李付明,郑思维 安徽金阳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阜阳市 

63 
潜山市源潭刷业高新创业园建设项目（二期）工程量清单与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刘爱姐、刘娜、徐美琴 安徽泰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安庆市 

64 宿州至扬州高速公路天长段高速公路工程结算审核 王敏,高烽,陈诚,高飞 安徽安建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 

65 
宿松县人民路（宿松路-龙湖路）综合改造工程施工图预算的

审核 
袁兆全,唐洁,王少光,焦玉龙 

安徽建皖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合肥市 

66 练江新城三期工程量清单与最高投标限价编制 毕玉婷,刘仁凤,侯飞 黄山方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山市 



67 繁昌县城东小学项目最高投标限价的审核 朱国华、徐国妹、江娜 安徽省建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池州市 

68 东方名府小区住宅总包工程施工图预算的审核 肖汉卿,季学年,高先银,高尚 安徽诺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