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度 A 级资信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法人代表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1
江苏金宁达房地产评估规划

测绘咨询有限公司
张增峰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北路 88号 3401 室 025-86200690

2
陕西华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

限公司
巩荣生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 170 号赛高

广场 3号楼 27 层
029-88224960

3
永业行（湖北）土地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
潘世炳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 303 号武车路水岸

国际 K6-1 栋 22 楼
027-87250911

4
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

绘有限公司
吴跃民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友谊路 413 号运成

大厦 20 楼
0731-85590151

5
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邓峰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18 号院 C座 601 室 010-84831344

6
广东中地土地房地产评估与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钟玉燕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1601-1603 号自

编 A区号楼 69（2）房第一至四层
020-22003433

7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
黄西勤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19 号东乐大厦

1008 室
0755-88832456

8
广东卓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陈智华 广州市天河区长福路 219 号长兴智汇 4楼 020-87371987

9
四川大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

限公司
徐涛 成都市西华门街 17号天府中心 16楼 028-87036800

10
北京华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
王庆泽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里中街 25号北

标德诚商务中心 2层
010-65830385

11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
齐宏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

展中心 B座 10 层 1001
010-82253558

12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
王常华 上海市北京西路 1号新金桥广场 17 楼 021-63589988

13
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

限公司
张其宝 南京市建邺区乐山路 190 号农展馆北 3楼 025-84730102

14
山东颐通土地房地产评估测

绘有限公司
刘占增

济南市历城区华龙路 1825 号嘉恒商务大厦

A座 1603 室
0531-88910688

15
江西地源土地房地产评估规

划测绘有限公司
甘志强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376 号 0791-82177797

16
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估价

有限公司
艾利刚

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59号深茂商业中心16

层 A、B房
0755-82967158

17
上海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贾明宝 浦东新区南泉北路 201 号 1004 室 021-58770816

18
广西方略土地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
刘陶琨

南宁市竹塘路１8号米兰大厦５层５０１

号房
0771-5708687

http://www.creva.org.cn/cms/resource/attach/h000/h02/attach20130708143835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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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

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聂竹青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与福中路交汇处瑰丽

福景大厦 3#楼 14 层 1401
0755-82406288

20
山东正衡土地房地产评估勘

测有限公司
李磊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2508 号名士杰座 10

层
0531-61365758

21
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谢静

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149号美域家园南区4

号楼底商
010-88400890

22
深圳市世联土地房地产评估

有限公司
罗守坤

深圳市福田区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南区）B

座 B单位 1901、1903
0755-82548096

23
长沙永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测

绘有限公司
陈明扬

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238 号长沙市国土

资源局 12 楼 1205
0731-82180378

24
重庆华川土地房地产估价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邢洁

重庆市两江新区星光大道 98 号土星商务中

心 B3-5 楼
023-88283999-704

25
贵州恒鉴不动产评估有限公

司
邓永忠

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 1号（虹祥大厦）

11 层 7 号
0851-85213361

26

江苏苏地仁合土地房地产资

产评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

肖阳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 55 号新华大厦 19 楼 025-84732817

27
河北博泰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杨金元

廊坊开发区祥云道荣盛发展大厦 1幢 1单

元 1431 室
0316-2230309

28
陕西恒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申雅蓉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玉泉路丽彩万达广场

综合楼 1单元 1603 室
029-38012234

29
北京仁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于京博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院五栋大楼

B1 座-401 室
010-88395886

30
宁夏恒正不动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马子奇

银川市金凤区新昌西路 71 号紫荆花商务中

心 B座 7楼
0951-7695868

31
山东致远中信土地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
张冬梅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博大道

1888 号康博大厦 1号楼 A塔 22 层 2201
0534-2187198

32
宁夏博源卓越土地房地产资

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祁晓轩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61号银川房地

产大厦十楼
0951-6835777

33
江苏同方房地产资产评估规

划勘测有限公司
韩卫东

无锡市梁溪区通扬南路 251 号汇普金融大

厦 20楼
0510-85727682

34
黑龙江省时代资源环境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
于力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 235 号

天洋华府小区 1栋 15 层 A号
0451-85993711

35
山东德昀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张纯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 136 号金

石丽城沿街公建 4层 417 号
0533-2776249

36
广东思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刘敏军

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 1082 号中电大厦三

层 5-9 轴 301B
0756-3331038

37
广西开元行土地房地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
廖建军

南宁市双拥路 36-1 号绿城画卷Ｂ座 709 号

房
0771-5887995

38
浙江海德房地产土地评估规

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陈伟民 宁波高新区星海北路 35 号 009 幢 15-1 0574-8729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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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哈尔滨国土源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
张立伟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65 号 0451-84639706

40
北京京城捷信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
龚秋平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甲 2号院 1-4 号 403

室-411 室
010-84635538

41
深圳市广衡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顾问有限公司
唐剑波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南区泰邦科

技大厦 18 楼 1805 房
0755-83503880

42
苏州天元土地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
徐进亮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十全街 747 号 0512-65246348

43
武汉国佳房地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
宋生华

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王家墩 CBD 泛海国际

soho 城 2 栋 14 楼
027-85755666

44
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
姚文波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

心 B座 7层
010-58930818

45
北京大地盛业房地产土地评

估有限公司
黄辉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西苑甲 12 号楼 010-84285588

46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刘华荣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 号国睿大厦主

楼西 20 层
025-86816396

47
重庆瑞升资产评估房地产土

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徐红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31 号希尔顿商务

中心 1102#
023-86776368

48
北京中地华夏土地房地产评

估有限公司
张红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长安兴融中

心 2号楼 5A
010-58528307

49
安阳市金土房地产评估有限

公司
李永明 安阳市永明路 6号 0372-5059092

50
河南省中土地产房地产评估

有限公司
宋必胜

郑州市东明路与红专路交叉口名门国际中

心 2007 室
0371-63293042

51
广东世纪人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姚小刚 广州市黄埔大道中 311 号自编 2-12-1 房 020-83842966

52
郑州豫华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刘帅

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西路 21 号新蒲恒辉广场

1502 室
0371-68896134

53
广西明冠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许晓辉

南宁市民族大道 88-1 号铭湖经典 B座 28

层 B2801 号房
0771-2500806

54
河南省豫通房地产评估咨询

有限公司
李俊岭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22号东单元8层22

号
0371-63823707

55
上海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责

任公司
丁光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600 号船研大厦 8

楼
021-68551971

56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胡智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号凯晨世贸

中心 F4 层 939 室
010-88000076

57

广东国众联行资产评估土地

房地产估价规划咨询有限公

司

江建华 广州市海珠区金菊路 1号佳兴大厦 205 室 020-84222309

58
甘肃新方圆不动产评估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
曹相汉 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 64 号昶荣大厦 18 楼 0931-210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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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浙江省地产评估咨询中心有

限公司
张治中 杭州市教工路 197 号 402 室（华艺创业楼） 0571-81060186

60
黑龙江北斗地价评估有限公

司
王克强 哈尔滨市长江路 209 号浦发大厦 17 层 0451-83166610

61
青岛德润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孙伟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0号 A 座 609 室 0532-85039069

62
安徽地源不动产咨询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蒋雪松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北路 478 号国瑞

大厦 19 楼行政部
0551-64220865

63
上海财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

限公司
孙鸣红

长宁区延安西路 1319 号 15 楼利星国际大

厦
021-62261357

64
武汉天马房地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
马小军

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三角路恒大世纪广

场 46楼
027-87655216

65
上海国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龙浩 上海市黄浦路 99 号 22 楼 021-63830052

66
安徽中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

格评估有限公司
胡朝伟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525 号方大郢

综合楼（三实大厦）10-11 层整层
0551-65417340

67
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

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梁伟雄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文晖路 29 号

逸林苑 11 座四层
0757-22336318

68
辽宁中恒信土地房地产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白昆

大连市中山区胜利广场 8号渤海明珠酒店

1703 室
0411-82799198

69
广西国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王竹

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18-2 号风尚 80·住宅

楼 1111 号
0771-5583168

70
河南纬达勘测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付刚 洛阳市西工区凯旋东路 34号 0379-63221929

71
海南正理房地产资产评估测

绘有限公司
王云松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喜盈门国际家具建

材广场Ａ区写字楼 11 层
0898-66116211

72
深圳市同致诚土地房地产估

价顾问有限公司
陈平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裕和大厦九层

901-906 室
0755-82541218

73
广西公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武绍会

广西南宁市金洲路嘉湖巷 6号佳和大厦 7

楼 701 室
0771-5537151

74
博文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

限公司
徐文井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0号海格国际

大厦 B座 713 室
010-83482911

75
河南淮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
马新伟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外

环路 7号立基上东国际 808 室
0371-69523639

76
上海同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严秋霞

上海市黄浦区鲁班路 600 号 10 楼（江南造

船大厦）
021-53021638

77
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杨丽艳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1001号公交大厦11

层
0755-83788976

78
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

评估有限公司
程家龙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中心四路

1号嘉里建设广场 T2座 5楼 503A、502B1
0755-2151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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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陕西华源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韩雅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65号清华科技园 3

号楼 1004 室
029-88353444

80
重庆同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甘光辉

重庆北部新区星光大道 62号（海王星科技

大厦 D区 9楼 3号）
023-63600722

81
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公司
胡亮

上海市虹口区高阳路 233 号 1 幢长治大楼

A308-310 室
021-60943666

82
辽宁天力渤海房地产土地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姚杰 锦州市太和区市府路 93-7 号 0416-2118186

83
广东南粤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王楚焊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189 号 18G、18I 单

元
020-87250082

84
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张引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新世纪环球中心 E1-1608
028-86752298

85
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常忠文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与莲花路交口百乐

门广场尚泽国际 1109 室
0551-63857838

86
内蒙古科瑞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赵闻科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 10 号国土资源局

南侧
0471-4963628

87
杜鸣联合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北京）有限公司
杜鸣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47号 5 层 010-65186610

88
大连天石不动产顾问有限公

司
赵吉禄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 140 号（中山

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4层
0411-83626047

89
广西金土资产房地产不动产

评估有限公司
丁汉龙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6-2 号南宁华润

中心西写字楼 1202 号
0771-5556085

90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殷翔龙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68 号中安国际大

厦 22层
023-63620933

91
江苏常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勘

测规划有限公司
舒友林 常州市太湖东路 158 号府翰苑 3号楼 5楼 0519-86870781

92
上海国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
谈勇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1868 号 9 楼 021-58755972

93
江苏首佳土地房地产评估测

绘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咏 南京市中山路 99 号 1303 室 025-84708837

94
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
杨云林 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 1600 号 9 楼 021-63301750

95
广东恒正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黄君全

惠州市江北东江二路 2号富力国际中心

2405 单元
0752-2228265

96
北京国土联房地产评估中心

有限公司
张显胜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68 号吉安大厦 A座

4012 室
010-62178288

97
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
高伟 开封市西大街 1号楼 0371-25967177

98
江西正信土地房地产估价咨

询有限公司
吴小强

南昌市红谷新区碟子湖大道 2157 号不动产

登记大楼七楼
0791-8679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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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上海东洲房地产土地估价有

限公司
周佩祥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726 号华敏翰尊国

际大厦东栋 6A 室
021-22312000

100
北京市国盛房地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
彭惠秋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号数码大厦A

座 1615 室
010-84477677

101
武汉洪房房地产土地估价有

限公司
潘建西 湖北省武汉市徐东大街 8号匠心城 1201 室 027-88092022

102
湖北永信行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袁文清

武汉市江岸区香港路 145 号科技综合楼远

洋大厦 20 层
027-82440737

103
广东金兰德房地产土地资产

评估规划有限公司
王绍年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华乐路 53 号 7 楼 H2

房
020-87607630

104
北京北方亚事房地产土地评

估有限公司
夏铁石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18 号院 3号楼 6层

601 内 0607 室
010-51292929

105
上海科东房地产土地估价有

限公司
王伟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79 号（金穗大厦）26

楼 A 室
021-50317037

106
河南光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张继华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68号郑州时代国际广

场 702 室
0371-65993853

107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

绘有限公司
杨晓磊

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舜风路 322 号 济

南留学人员创业园 13 号楼西户
0531-58597531

108
杭州信诚地产评估咨询有限

公司
费建华

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259号昌地火炬大厦1

号楼 903 室
0571-88999263

109
上海联城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
许军 静安区康定路 979 号 021-62537685

110
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
吴庆忠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0 号光耀东方

中心写字楼 1101 室
010-68727081

111
重庆汇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
刘小娟

渝中区解放碑青年路38号国贸中心A幢30

楼
023-63106610

112
上海涌力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
林平

虹口区花园路 128 号七街区 A座 3楼 3111

室
021-56962992

113
河南华地土地房地产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骆秀霞

郑州市金水区建业路 131 号永恒名座大厦

1809 室
0371-63815539

114
广西广证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柳昊

南宁市民族大道 82号嘉和南湖之都 29 层

2905 号房
0771-5839543

115
河南昭源土地与房地产评估

有限公司
荆红

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北、民生东街东王

鼎国贸大厦 B座 704 室
0371-87520220

116
江苏象仁土地房地产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王明甫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 389 号 806 室 025-84457530

117
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

询有限公司
王崎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路 1号联谊广场写字楼

七层 A室
0592-5126898

118
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
古文枢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省财政厅招

待所东梯 12楼 01－08 房
020-8388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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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江苏德道天诚土地房地产评

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胡澄 南京市珠江路 222 号“长发科技大厦”8楼 025-83192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