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海芹等81名造价师跨省变更注册合格人员名单造价工程师

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9D_8E_

E6_B5_B7_E8_8A_B9_E7_c56_646829.htm 李海芹等81名注册造

价工程师跨省变更注册合格人员名单序号 姓名 注册证书号 注

册初审机关 现聘用单位 原聘用单位 1 李海芹 建[

造]01110008240 北京市 北京市国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安阳市

亚霖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 张嗣华 建[

造]01110008247 北京市 北京豪盛隆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

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 柯复 建[造]02110008239 北京市 

北京建友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福建华茂有限责任会计师事

务所 4 戈太龙 建[造]03110008237 北京市 北京天华博太投资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威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 武瑞琴 建[

造]04110008244 北京市 北京中安慧博国际工程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6 彭小涛 建[

造]05110008241 北京市 北京中喜大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邯郸市正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 唐小梅 建[

造]05110008242 北京市 新华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

二四建设公司一公司 8 杨玲 建[造]05110008245 北京市 北京中

交京纬公路造价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天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9 尹红 建[造]07110008246 北京市 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承德锥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0 王瑞兰 建[

造]08110008243 北京市 北京津京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阳泉

市昌盛招标有限公司 11 李辉 建[造]01110008236 北京市 泛华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今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 郭栋 

建[造]09110008238 北京市 北京中瑞恒信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天



津市华淼给排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3 袁静 建[

造]04340003218 安徽省 合肥莲道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武汉

钢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分公司 14 田坤 建[

造]05340003214 安徽省 安徽宝翔建设有限公司 青岛高园建设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5 王景冬 建[造]05340003215 安徽省 安徽

省利信工程咨询事务所 上海煌浦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16 徐华龙

建[造]05340003217 安徽省 安徽鲁班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

州兴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7 德顺 建[造]10340003216 安徽省 

安徽众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经天纬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18 郑歆舟 建[造]02350003811 福建省 福建榕工程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福建省兴闽咨询有限公司 19 柳锋 建[

造]06350003810 福建省 福建省东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内江市

华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 赵泉 建[

造]01440010272 广东省 广东中房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

北弘正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21 张博 建[造]02440010269 广东省

广州市穗芳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新疆诚德工程造价有限公

司 22 郭宏彦 建[造]03440010259 广东省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23 霍敏 建[造]03440010260 广东

省 广州菲达建筑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4 隗志云 建[造]03440010267 广东省 广东中房工程造价事务所

有限公司 永州宗元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5 丁小文 建[

造]04440010255 广东省 广州中煤江南基础工程公司 江西省交

通科学研究院 26 高建廷 建[造]05440010256 广东省 东莞市岭

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京博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7 关

剑山 建[造]05440010258 广东省 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冠城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 李慧云 建[



造]05440010262 广东省 广东中房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杭

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有限公司 29 章帮友 建[造]05440010270 广

东省 深圳市中建南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首建招标有限责

任公司 30 李海霞 建[造]06440010261 广东省 深圳市斐然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建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1 唐文峰 

建[造]06440010264 广东省 深圳市兴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

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2 高涛 建[造]07440010257 广东省

联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辽宁东正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 刘彦祥 建[造]07440010263 广东省 惠州大亚湾市政基础

设施有限公司 甘肃名森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34 赵静 建[

造]07440010271 广东省 广东爱富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淄博双

信志远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35 许少红 建[造]08440010268 广

东省 深圳市深装总装饰工程工业有限公司 湖北宏鑫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36 王淑华 建[造]09440010266 广东省 深圳市明之辉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37 陶瑛 建[

造]10440010265 广东省 茂名市投资审核中心 武汉宏宇建设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 38 程华明 建[造]03460000603 海南省 海南华

成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开源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39 唐文军 

建[造]05460000606 海南省 文昌建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邵

阳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0 李华陵 建[造]06460000604 海南

省 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 贵州省铜仁华信工程招标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 41 马靖 建[造]06460000605 海南省 文昌建衡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 葫芦岛恒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42 张麦根

建[造]05410004875 河南省 河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北京建业兴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3 王亚军 建[造]08410004874

河南省 洛阳至恒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汽智达（洛阳



）建设监理公司 44 邹东波 建[造]04230002068 黑龙江省 黑龙

江海润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基弘筑工程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 45 孙志贤 建[造]08230002067 黑龙江省 黑龙江金

山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正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6 孔

祥斌 建[造]01420005705 湖北省 武汉太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新华社机关事务管理局 47 刘亮 建[造]01420005706 湖北省 

中竞发（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北京中证

天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48 王琪 建[造]03420005707 湖北省

湖北冠一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协成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

司 49 夏志宏 建[造]05420005708 湖北省 湖北鄂能招标有限公

司 东莞市创越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0 贾红玲 建[

造]07420005704 湖北省 湖北汉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诚康未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1 周刚 建[造]08420005709 湖

北省 湖北汉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一局四公司

52 陈兰英 建[造]03320010698 江苏省 苏州工业园区京苏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 中联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3 孙蕾 建[

造]05320010699 江苏省 南通市紫石古典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54 路玉彬 建[造]07320010697

江苏省 江苏易通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鑫恒辰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 55 周玉龙 建[造]08150002062 内蒙古 内蒙古永泽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高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6 

朱淑丽 建[造]09150002063 内蒙古 内蒙古弘信达建设招标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永拓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57 郭金红 建[

造]04610002105 陕西省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运城市易龙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58 薜春平 建[造]01310005758 上

海市 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鑫业工程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59 王传江 建[造]01310005762 上海市 上海市政

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 60 瞿昆 建[

造]05310005759 上海市 上海丹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华豫

正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61 李威煌 建[造]07310005760 上海市 

上海凯玲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联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62 彭洪艳 建[造]09310005761 上海市 上海先行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南昌铁路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63 戎建开 建[

造]01120002001 天津市 天津晋铝建设有限公司 晋铝建设有限

公司 64 杨守卫 建[造]01120002002 天津市 天津晋铝建设有限

公司 晋铝建设有限公司 65 庄凌云 建[造]01120002003 天津市 

天津晋铝建设有限公司 晋铝建设有限公司 66 郝建强 建[

造]03120001998 天津市 天津晋铝建设有限公司 晋铝建设有限

公司 67 朴志刚 建[造]04120002000 天津市 天津共创伟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锦州石化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68 董振华 建[

造]05120001996 天津市 天津市创世园艺有限公司 廊坊中油朗

威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69 冯春风 建[造]05120001997 天津市 天

津晋铝建设有限公司 河津市晋耿工程造价有限公司 70 何锡冰

建[造]06120001999 天津市 天津市津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十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1 张玉明 建[造]01113200974 

冶金 首钢总公司技术改造部 北京昊海东方工程造价咨询事务

所有限公司 72 文武员 建[造]06113200973 冶金 中冶京诚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崇建工程有限公司 73 赵容成 建[

造]01500002223 重庆市 重庆建达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中新国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74 段勇 建[造]03500002219 重

庆市 重庆燔石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邯郸市工程建设造价管

理站 75 谢余粮 建[造]03500002222 重庆市 重庆鑫昊工程造价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市东方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76 曹煜辉 

建[造]05500002217 重庆市 重庆鑫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天津津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77 段云萍 建[

造]07500002220 重庆市 重庆恒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天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8 刘爱珍 建[造]07500002221 重庆市 

重庆银努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娄底楚才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 79 周颖娜 建[造]09500002224 重庆市 重庆鑫昊工程造价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鸿海圆方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80 陈

云松 建[造]10500002218 重庆市 重庆鑫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苏州北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81 谭春燕 建[

造]01530001877 云南省 云南旺和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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