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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2022〕41号 

 

 

关于公布 2022 年院经济鉴证类 
中介机构推荐库的通知 

 

院属有关单位、院机关有关部门、院工会： 

按照《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委托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管理暂

行办法》（财务〔2014〕8号）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委托经济

鉴证类中介机构评价暂行实施细则》（财审〔2016〕10号）的规

定，经院审定，现将2022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推荐库予以公

布，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2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推荐库适用于各单位采购

限额标准以下的审计、资产评估、工程造价咨询等服务事项；各

单位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该类服务事项，应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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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但2019年以来因严重违规事项淘汰出库的机构（名单见附

件3）不得选用。 

二、各单位委托库内中介机构从事涉密业务咨询服务的，应

按照国家和院的相关规定，选择符合国家保密条件的机构，并落

实相关保密措施。 

三、自发文之日起，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入库专项条件由

“应具有工程造价咨询乙级及以上资质”调整为“应具有 10 名

以上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四、2022年新增加中介机构 17家，其中会计师事务所 3家，

资产评估机构 2 家，工程造价咨询机构 12 家；淘汰退出中介机

构 9家；四川玉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因服务质量问题被

约谈。 

2022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推荐库名单如下。 

㈠会计师事务所39家（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主所 

成都分部 

陈彬：13881905181 

18108191813 

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主所 

四川分所 

上海朱颖：13917520300 

成都肖菲：13601787785 

3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四川分所 
钟彦：13308001525 

028-86686480 

4 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主所 
朱琳：13910930686 

010-88570139 

5 四川名扬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杨超：18583613063 

028-86754090 

6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主所 

成都分所 
鲁虹君：18428336994 

7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主所 

四川分所 
张艳红：1367104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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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8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主所 

四川分所 

成都胡中山：13060093898 

王玥：18519680833 

孟卓林：18600096316 

9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主所 

四川分所 

北京夏俊：13507108319 

四川杨旭荣：13194972572  

10 河南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主所 
刘忠政：13603458847 

0371-65861239 

11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杭州主所 

四川分所 
李元良：15881199279 

12 四川汉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刘崇州：13778009777 

0816-2231133 

13 四川勤德旭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卢文熔:13708116008 

吴豪：13980122338 

王中堂：13808119598 

14 四川同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徐彬：13990189888 

0816-2241735 

隆元平：18828092611 

15 四川永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龙华：13980121160 

杨永正：13908116815 

0816-2233195 

16 四川中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谢执：13668252935 

028-85120111-8699 

17 四川力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关华：13708124533 

罗艳：18981124233， 

0816-2247959（2247173） 

18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杭州主所 

成都分所 

刘彬文：13330967668 

028-86521155 

19 四川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姚蓓：13980893977 

20 四川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王迪迪：13111899819 

21 中天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陈化冰：13508121648 

22 四川玉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袁夏：18030998611 

23 四川维尔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黄东玉：13340905433 

24 四川国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龚雪：13699620001 

25 四川德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都主所 
黎高群：18302830152 

许兵伦：13980014181 

26 四川瑞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周晓春：13881199111 

27 四川博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部 

成都陈凤：18200293929 

绵阳陈化冰：1350812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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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8 四川新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吴梅：15982140351 

唐勇江：13881751978 

028-86250711 

29 四川兴良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陶永珍：18980137502 

028-85443926 

邱小林：13881862817 

30 四川曙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雷正亮：13808013706 

028-86745356 

31 四川中衡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所 

唐兰：18981152541 

0816-2228906 

肖军：18980898009 

32 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主所 

四川分所 

张灿杰 010-81921777 

13522060891 

33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武汉主所 

北京分所 

027-86781250（86791215） 

北京分所：010-68179990、

68179991 

3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主所 

四川分所 

胡延军 13881938911 

电话 010-51423818 

传真 010-51423816 

35 四川嘉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部 
梁航：18190010058 

36 成都三鑫海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都主所 徐武亮：18181766268 

37 四川兴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楚涛：18781160220 

38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四川分所 刘涛：13308087971 

39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主所 
庄元：17608017996 

电话：010-82250666 

㈡资产评估机构29家（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主所 

四川分公司 
于斌：13901046818 

2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何永宁：13011069460 

010-58383720 

3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李晓冰：13521861680 

4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西南分公司 
方炳希:1370907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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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5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四川分公司 
四川周勇：18628189376 

6 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吴斐：13910121951 

010-62106843 

7 四川永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吴治军：13350016960 

杨永正：13908116815 

0816-2233195 

8 成都原道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成都主所 

李黎：13060000889， 

陈娟：18040367125 

0816-2247189 

9 四川中砝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徐红兵：028-85120111 

10 四川五岳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马在敏：18980126268 

0816-2531106（2535340） 

11 绵阳勤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吴豪：13980122338 

12 四川政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胡刚：13558671167 

13 四川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江油分部 
游斌：13980065459 

14 四川坤绅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德阳主所 

绵阳分部 
龚雪：13699620001 

15 智和财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魏世财：15308004678 

16 四川利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邱林：18781129038 

0816-2236989 

17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杭州主所 

四川分公司 

林勇：18180819785 

028-62736995 

18 四川立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李龙：18980126668， 

0816-2330087（2330065） 

19 四川博大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办事处 

成都陈凤：18200293929 

绵阳陈化冰：13508121648 

20 四川新良信恒达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公司 

顾代永  13320907868 

028-85443926 

21 四川华恒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唐勇江：13881751978 

22 四川隆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李新：13458068865 

23 中天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四川）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张丹丹 1820037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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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工程造价咨询机构57家（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 信永中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成都分公司 
蒋吉国: 028-62991888 

2 中科信工程造价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主所 马越颖：010-88529171 

3 中兴铂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重庆子公司 

李泽林：010-51626862 

18600096398 

4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郑毅：13980550933 

5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王涛：13980919880 

6 中恒德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公司 

胡丽群：13808187829 

曾仲林：13808187795 

绵阳林同明：13778080758 

7 华信众恒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阳建秋：13808007982 

韩雪：13880478291 

8 北京华建信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刘福章：15652464719 

何兴卫：18678689700 

9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主所 

四川分公司 

陈晓刚:18615786699 

028-86767013 

10 中竞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罗成才 13911671239 

电话：010-62105079 

010-62105106 

11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石家庄主所 左金会：18931146892 

12 华审（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绵阳分公司 

高佳：13778117531 

张柯杨：13696288337 

0816-2315188 

13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四川分公司 

郑冰：13708037856 

028-85539791 

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4 四川天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部 
丁永洪：13980544999 

25 中天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丁永锋：13810663637 

26 四川斯特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部 
梁航：18190010058 

27 四川鼎泰联益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周敏：13558765111 

28 四川吉祥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魏昌银：17378686868 

29 上海地维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上海主所 021-68876336/6887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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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4 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成都分所 
黄杨：13981839081 

15 新华招标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成都分所 
张超：13522403000 

16 四川安必信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所 

何文：13608111188 

0816-2221122（2261888） 

17 中天新合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侯怀虎：18081258867 

唐文：13890192882 

18 四川岳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黎高群：18302830152 

028-86957847 

19 四川博大时代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部 

成都陈凤：18200293929 

绵阳陈化冰：13508121648 

20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主所 杨卫东:021-33626700 

21 成都励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姚淇:028-83274958 

18281520992 

22 四川佳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傅坤:028-87776298 

18148413681 

23 绵阳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林红:15984403007 

何莉:13990108608  

0816-2342560 

24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王知录:13518311867 

25 四川省卓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李娜娜:17740901996 

廖雪:0816-2233050 

26 四川兴良信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公司 

任继坤：15386605399 

曾小兵：13881862817 

028-85443926 

27 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高云海：13001257769 

符标：13801166209 

28 成都立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刘明强：13890101102 

周雅雪：028-60166786 

29 北京中兴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绵阳办事处 

胡伟：13778053409 

边瑞明：010-58695920 

30 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任小燕：15882773302 

028-84859419 

31 成都求实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办事处 

王秀媛：15386663094 

13981157389、0816-6222261 

王登华：028-8666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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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32 四川建华联合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蒋欢：18990102367 

33 泓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白晓光：15884468548 

028-83228659 

34 中瑞华建工程项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姜林君 13541550710 

许威燕 010-66553366 

传真 010-66553377 

35 北京思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四川分公司 
宋小东 15201329177 

36 北京瑞驰菲思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主所 
刘禹勇：13381160907 

010-56012424 

37 中大信（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四川分公司 
骆通：15010561756 

38 青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成都分公司 

座机 028-61502315 

传真 010-88018550 

法人张超 010-88827834 

39 四川谨致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0816-2541047  

张宁友：13890101393 

18780505125 

40 四川永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胡建：13890188330 

肖春：13980120023 

41 中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主所 

成都分所 

李丹：13982282810 

028-87776290 

42 中天成建筑工程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主所 

绵阳分部 

丁先生 13810663637 

010-85855107 

43 四川天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绵阳分部 
阳林 13608111858 

44 重庆中岛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主所 

023-67192171 

028-60102526 

秦立胜：18996102307 

45 成都市均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主所 杨爽：13699420615 

46 创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辜睿：15328220207 

传真：028-85451448-835 

47 四川仁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刘国栋：13980127574 

李维：13648166160 

0812-3334084 

48 四川川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徐民亮：1818176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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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组织结构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49 四川山宁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陈兰：15008166631 

赵晓玲：13036662588 

028-87365048 

50 四川同创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秦秋梅：15892608975 

028-87655071 

51 中佳信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胥晓宇：18990190121 

唐学充： 028-85582868、

85582068 

52 四川伟业启航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主所 
李易霖：18381689893 

0816-2360476 

53 四川省力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主所 

关华：13708124533, 

谭晓燕：13778117678, 

陈文武：13350967626 

54 中瑞岳华（上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主所 
顾伟伟：13801940263 

021-55699898 

55 四川正中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朱旭：15802814241 

56 中科标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蒲燕：18108188317 

57 中科旭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主所 刘先生：028-85052258 

 

附件：1.2021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综合评价情况  

2.国家行业管理部门评价情况 

3.2019年以来因严重违规事项淘汰出库机构名单 

 

 

 

财务部 

2022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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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行业管理部门评价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四川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四川省 2021 年会计师

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川注协〔2021〕120号），现将推

荐库中会计师事务所在省内的综合排名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中介机构名称 综合排名前百家名次 

1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1 

2 四川中衡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3 

3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7 

4 四川中天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8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10 

6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12 

7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13 

8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15 

9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16 

10 四川德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7 

11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19 

12 四川名扬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3 

13 四川德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5 

14 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34 

15 四川兴良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35 

16 四川中砝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45 

17 四川力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47 

18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 53 

19 四川新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78 

20 四川国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86 

21 四川瑞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91 

22 四川博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00 

二、资产评估机构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2021 年资产评估机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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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前百家机构名单》，现将推荐库中各资产评估机构在全国的

综合排名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中介机构名称 全国综合排名 

1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1 

2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 

3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 

4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 

5 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9 

6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7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5 

8 北京仁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1 

9 中天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98 

根据四川省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四川省资产评估协会关于

四川省资产评估机构 2020 年度综合评价结果的公告》（川评协

〔2021〕24号），现将推荐库中相关机构的评价结果列示如下（综

合评价结果相同时，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中介机构名称 综合评级 备注 

1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分公司 AAA   

2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AAA 
2020年度十强

资产评估机构 

3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AAA   

4 四川中砝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AAA   

5 四川大家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AA 
2020年度十强

资产评估机构 

6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AAA   

7 四川永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AA   

8 成都原道资产评估事务所 AA   

9 四川五岳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AA   

10 四川坤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A   

11 四川广益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AA   

12 绵阳勤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AA   

13 四川政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A   

14 四川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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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介机构名称 综合评级 备注 

15 四川博大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AA   

16 四川新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A   

17 四川隆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A   

18 四川天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AA   

19 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A   

20 四川利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A   

21 四川立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A   

22 中天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四川）有限公司 A   

23 中天成土地房地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A   

三、工程造价机构 

根据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公布的 2021 年度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现将推荐库中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全国

的信用评价结果列示如下（综合评价结果相同时，排名不分先

后）。 
序号 中介机构名称 综合评级 

1 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AAA 

2 北京华建信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AA 

3 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AAA 

4 北京瑞驰菲思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AAA 

5 北京思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AA 

6 北京中兴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AA 

7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AA 

8 成都立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AAA 

9 成都市均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AAA 

10 华审（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AAA 

11 华信众恒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AAA 

12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AAA 

13 青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AAA 

14 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AAA 

15 四川德文天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AA 

16 四川佳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AAA 

17 四川省名扬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AAA 

18 四川天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AAA 

19 信永中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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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介机构名称 综合评级 

20 中大信（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AA 

21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AAA 

22 中恒德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AA 

23 中竞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AAA 

24 中科信工程造价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AAA 

25 中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AAA 

26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AAA 

27 中瑞华建工程项目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AAA 

28 中天成建筑工程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AAA 

29 中兴铂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AAA 

根据四川省造价工程师协会《关于公布 2021 年四川省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的通知》，现将推荐库中工程造

价咨询企业在四川省的信用评价结果列示如下。 

序

号 
中介机构名称 

工程造价

咨询营业

收入排名 

综合 

评级 

一级注册

造价工程

师人数 

1 华信众恒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2 AAA 92 

2 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AAA 49 

3 四川天成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2 AAA 15 

4 中恒德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8 AAA 23 

5 成都励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55 AAA 17 

6 成都求实建设工程技术经济有限公司 58 AAA 15 

7 四川兴良信造价咨询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62 AAA 20 

8 中天新合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77 AAA 12 

9 信永中和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86 AAA 12 

10 华审（北京）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00 AAA 17 

11 四川佳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04 AAA 13 

12 四川省卓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119 AAA 9 

13 四川德文天鑫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2 AAA 15 

14 成都市均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23 AAA 13 

15 四川精正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6 AAA 19 

16 中联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130 AAA 5 

17 四川建华联合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138 AAA 13 

18 四川鑫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17 AAA 10 

19 四川永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26 AAA 11 

20 中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 237 AA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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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中介机构名称 

工程造价

咨询营业

收入排名 

综合 

评级 

一级注册

造价工程

师人数 

21 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246 AAA 3 

22 四川恒博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0 AAA 11 

23 四川华春建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64 AAA 3 

24 青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72 AAA 9 

25 成都立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9 AAA 22 

26 绵阳正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312 AAA 9 

27 四川谨致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323 AA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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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以来因严重违规事项 
淘汰出库机构名单 

 

序号 中介机构类型 中介机构名称 相关文件 

1 工程造价咨询 
四川依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关于公布 2020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

推荐库的通知》（财务〔2020〕73号） 

2 工程造价咨询 
四川久远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关于公布 2020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

推荐库的通知》（财务〔2020〕73号） 

3 工程造价咨询 
四川正信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

有限公司 

《关于公布 2021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

推荐库的通知》（财务〔2021〕54号） 

4 工程造价咨询 
四川勤德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布 2021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

推荐库的通知》（财务〔2021〕54号） 

5 工程造价咨询 
四川天道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关于公布 2021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

推荐库的通知》（财务〔2021〕54号） 

6 工程造价咨询 
四川恒鑫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关于公布 2021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

推荐库的通知》（财务〔2021〕54号） 

7 工程造价咨询 
四川川咨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关于公布 2021年院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

推荐库的通知》（财务〔2021〕5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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