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价协〔2021〕18 号

关于表彰 2020 年度优秀造价

成果和论文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20 年度深圳市造价工程师协会评选优秀造价成果和

论文的活动，经各理事单位和个人自愿申报、协会初审、专

家评审，并把评审结果已在我会官方网站上公示，现公示结

束，决定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告。

优秀工程造价成果奖评选结果名单

一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深圳市航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红荔路交通与空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预
算书

2 深圳市广得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山海小学建设工程预算编制

3 深圳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金龟河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初步设计概
算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空港新城启动区综合管廊及道路一体化
工程-海云路（海滨大道~新沙路西延段）
预算报告

5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柴山南路（中央公园大道-光侨路）市政
工程



6 金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插花地第一中学等 9所学校装修改造工程

7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观澜派出所招标控制价编制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鹏城云脑 II 扩展型”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项目工程基建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EPC）招标控制价报告

9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南头古城特色文化街区建设代建造价咨
询

10 深圳市成效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西乡街道 2018 年“双宜小村”建设工程
（六期）

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莲塘口岸-幕墙工程结束报告

12 深圳市海德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鼎和大厦

13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宁医院

14 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二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医疗器械检测和生物医药安全评
价中心

2 深圳市普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聚龙学校项目

3 深圳市鼎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清水河综合整治、油气路清宝路新建工程
预算审核

4 深圳市广得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龙投智慧云谷大厦预算编制

5 深圳市建易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配套 04-02 地块施工总
承包工程

6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华强创意产业园（03-13 地块）总承包工
程总包转固定价

7 深圳华仑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华医院（原市肿瘤医院）初步设
计概算

8 深圳华仑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大磡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径流调
蓄传输工程）

9 深圳市华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龙华区大浪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
（共四批次）概算审核

10 深圳市航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龙华区观澜街道蚌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项目二期 02.03.04 地块基坑支护、土石
方及桩基础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

11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坪山区优质饮用水入户（第二阶段）工程



12 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大磡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径流调
蓄转输工程）

13 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清水河综合整治工程

14 深圳市鼎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中学初中部拆除扩建工程施工总承
包招标控制价

15 深圳市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第八高科技预制学校招标控制价

16 深圳市国晨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机场地块 DU09-69 人才住房项目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工程（EPC）工程控制价

17 深圳市天旭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福永街道 2019 年“双宜小村”建设工程
（一期）

18 深圳市锦绣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宝安区 2019 年全面消除黑水体工程（茅
洲河片区）招标控制价

19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创维双智双创产业园项目施工总承
包

20 深圳市国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金三角”金融商业核心区灯光夜景提升
工程（1~5 标段）

21 深圳市丰浩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场地建设
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22 深圳市普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迎改革开放 40 周年绿化品质提升项目全
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23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配套商业项目
0301 地块全过程

24 深圳市航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能源大厦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25 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资本市场学院建设工程室内精装修
专业工程项目

三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1 深圳市普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黑臭水体生态补水管道建设工程（二期）

2 深圳华仑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二期
项目 A区

3 深圳市建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龙岗区人民医院扩建项目
-深圳市龙岗区健康管理服务中心大楼

4 深圳市建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铁运路市政工程

5 深圳市全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新桥街道万丰城市更新规划九年一贯制
学校新建工程

6 深圳市腾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龙华区人民武装部新营区工程



7 深圳市国晨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南油集团前海易保园区施工总承包工程

8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汕特别合作区科教大道（望鹏大道至南
山路）建设工程

9
北京中瑞岳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沃尔玛（惠州）乐世界购物中心项目

10 深圳锦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妈湾片区 2#渠综合治理工程（月亮湾大道
-妈湾二路）

11 鹏信工程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松岗街道潭头石场东侧边破综合整治工
程

12 鹏信工程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前海 5#冷站项目

13 深圳市腾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云浮宝能托斯卡纳一期项目

14 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铁岗水库牛成村建成区径流调蓄转输工
程

15 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创作路南段市政工程

16 深圳市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第五高科技预制学校招标控制价

17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二期）
施工总承包 I标

18
深圳市宏华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福田）区新址建设
工程施工总承包

19
深圳市宏华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坑梓文化科技中心项目（施工）

20 深圳市建易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际会展中心配套 05-01 地块施工
总承包工程

21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临邦里、临富里施工总承包工程招标清单
及控制价编制

22
深圳市宏华明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新洲河流域水环境提升工程-景观提升工
程（示范段）

23 深圳市建易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华南国际电子工业原料物流区（一期二标
段）总承包工程

24 深圳市广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轨道 13 号线二期（北延）工
程主体工程 13111 标段

25 深圳市广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部海提重建工程（三期）水工施
工总承包工程（I标段）

26 深圳市国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空港现代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一期）施
工总承包工程

27 深圳市国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绿岛国际壹中心主体工程（施工）

28 深圳市国晨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医肛肠医院（福田）新址建设工
程施工总承包控制价审核



29 鹏信工程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迪富大厦主体总包工程（含园林项目）以
及幕墙工程

30
北京中瑞岳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厦门XM1动漫基地文化科技体验区工程II
标段

31 深圳市圆信工程造价评估有限公司 松岗街道沙浦小学建设工程（结算审核）

32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市司法局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原第
二劳教所）改建工程

33 深圳市航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勤诚达宝安乐园项目造价咨询服务委托

34 深圳锦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正本清源工程-
城中村管线整治工程

35 深圳锦洲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铁石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36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造
价咨询服务

37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广电金融中心

38 深圳市锦绣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第二实验学校初中部拆建工程

优秀工程造价论文评选名单

一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作者

1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专业实验室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难点及
解决措施

司洪伟、叶舒婷、
郑小蕊

2 建银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降低造
价措施的探讨 任远航

3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BIM 在综合管廊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绩
效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杨中保、蒋慧杰、
王元鸷

4 深圳市建森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
务中的报酬激励模型研究 吴怡文 刘金艳

5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工程造价与成本控制研究 王域

二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作者



1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中的应用 麦志江

2 鹏信工程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全过程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郑锦前

3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政府投资项目企业代建模式费率研究_
以深圳市为例

杨中保、蒋慧杰、
王元鸷

4 深圳市国晨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造价的全过程跟踪审计探讨 李永

5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及其对工程造价
的影响

陈茜琴

6 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浅析代建制度下的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模式

陈宇琨

7 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架构的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
管理平台

潘多忠、程嘉、
余渊

8 深圳市腾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对招标文件不平衡报价条款的分析及防
范

陈锐伟、周芳德

9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EPC 项目工程造价管理 蓝绍明

10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造价中疑难问题解决办法思考 王文武

三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作者

1 鹏信工程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工程资料缺陷下的造价鉴定方法及风险
控制

陈相炜 郑锦前
杨宇虹

2 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 EPC 项目的全过程造价管理浅析 耿东生

3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工程造价预算与成本控制 龚婉茹

4 国众联建设工程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招投标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管理
问题分析

林华兰

5 鹏信工程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与控制的分析 郑锦前

6 深圳市鼎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提高造价咨询成果质量的探讨 刘柏纯

7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EPC 管理模式下的工程造价控制措施 贺明

8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基于全过程管理的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探
析

林毅安



9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造价控制措施分析 孟宪杰

10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如何做好装配式建筑工程造价控制 易晚兴

优秀课题研究成果评选名单

课题研究成果优秀奖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1 深圳市永达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次高）压定额编制及成本体系研究

2 深圳市栋森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大型医院门诊楼工程前期造价工作指引

3 深圳市首嘉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粤港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造价管理模式研究

深圳市造价工程师协会

2021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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