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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招投标从业人员能力提升培训合格人员名单

单位名称 姓名

重庆优佳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白莹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毕涛

重庆大成国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蔡衡

重庆华辰信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蔡练

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曾成勇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曾丽青

重庆希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曾僮

瀚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曾祥平

重庆天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曾颖

重庆天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道一

重庆市江北区市政设施管理所 陈国利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瀚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西南分公司 陈洪梅

重庆鹏翔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陈华刚

重庆市汇昊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陈箭

重庆佳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颉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静

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陈俊

重庆市市建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陈俊伟

重庆华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陈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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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弘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名龙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然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陈锐

重庆拓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婷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陈微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伟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陈小玲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雅琨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陈应全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陈正权

重庆金强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程翠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程俊翔

重庆雄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程曦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程阳小都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褚志宇

重庆水务集团公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崔畅

中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邓海平

重庆信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邓杰

重庆市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邓靖川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邓涛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邓廷林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邓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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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益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丁莉莎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丁予贮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董娜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董天媛

重庆市汉东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都鑫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窦赟鹏

重庆渝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杜宇麟

重庆优佳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段佐兰

重庆芳园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樊小燕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樊泽敏

重庆信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方飞

重庆中桦创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方军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冯柯达

中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冯齐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冯小乂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冯叶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冯源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冯宗容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付杨阳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傅立春

重庆工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甘美洁

重庆工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高雅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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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葛慧聪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葛瑶

重庆金强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龚海中

重庆欣宏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顾小秋

重庆万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郭慧

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郭佳欣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郭亮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建筑工程分公司 郭庆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韩雯

重庆千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郝梦洁

重庆同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何菲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何咏成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何志凌

重庆望高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贺春秋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贺航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侯国庆

重庆市汉东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侯健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胡昌美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胡翠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胡浩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胡柳

重庆求精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胡淼



5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胡欣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黄佳梅

明科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黄健

陕西建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黄柳

重庆望高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明星

重庆求精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黄小兰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晓虎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黄燕

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简程熙

重庆中桦创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简继红

北京瀛润达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江锋

重庆欣宏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旭

天之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江燕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蒋冰星

重庆合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蒋佳

重庆安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蒋锟

重庆华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蒋星雨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蒋扬帆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蒋宇航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金桂平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金鑫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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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成国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康雨薇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孔祥豪

荣会晟（重庆）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孔晓棵

重庆合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邝文雯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况勋跃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赖阳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兰亚平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雷杰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雷明瑶

重庆同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雷世福

重庆渝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雷雨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冷德山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黎琼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李聪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东玲

重庆弘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佳红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健健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李静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军

重庆市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李雷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丽

重庆欣宏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亮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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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欣宏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林艳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琳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李玲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明均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佩奇

重庆工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谦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倩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倩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 李仁宏

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李思洋

西藏正鑫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李桃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霞林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李欣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李鑫毅

重庆大成国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友芳

重庆市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李正贵

重庆水务集团公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李卓朋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连雯茜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梁飞翔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梁娇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梁日晏

重庆渝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梁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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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梁正航

重庆图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廖春东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西南分公司 廖洪梅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廖家林

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西南分公司 廖俊霞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廖骏卓

重庆三环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廖志远

重庆市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廖智豪

重庆中桦创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承涛

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刘春兰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大芬

重庆合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道学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刘芬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海波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刘欢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刘建明

重庆华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刘君春

重庆同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刘恋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刘敏

重庆同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刘念

重庆仕方原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刘萍

重庆水务集团公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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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宏发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刘霞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晓梅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兴未

四川宏图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刘亚庆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艳

重庆佳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洋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刘洋

陕西建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刘渝

泾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彭水县分公司 刘泽平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刘子嘉

重庆三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柳源鑫

重庆方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龙杨举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卢虾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罗兵

中科旭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罗丹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罗丹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罗贵梅

重庆工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罗佳燕

重庆鹏翔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罗晴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罗适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文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罗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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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骆恩成

重庆万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骆飞洪

重庆万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马菽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毛维超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梅莉

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莫黄萍

重庆希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牟娟

重庆方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倪培涵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倪泽碧

重庆佳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聂凤

重庆泓展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聂小琴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欧娟

重庆欣宏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潘连芳

中科旭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潘攀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潘琴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潘宇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庞开元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彭勃霖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彭博

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彭姗

重庆市江北区市政设施管理所 彭雪

重庆三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皮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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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拓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齐密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祁晓强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钱仁瑞

重庆水务集团公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秦峰

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秦绮戚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邱桂标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邱屏

江苏益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冉隆新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冉懿

重庆施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冉照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任泓怡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任金平

重庆万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佘永红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艾加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石磊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宋骏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宋磊

重庆泰锐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宋琼影

重庆弘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宋婷婷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宋文博

中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苏茂婷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苏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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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苏懿

重庆弘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覃绍银

重庆水务集团公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覃禹

瀚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谭安波

华瑞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谭江平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谭其霜

重庆钓鱼城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谭倩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谭钰苓尹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谭月

重庆谛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唐玲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唐铭

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唐冉

重庆蚂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唐义顺

中轩（重庆）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田阔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田娅

重庆同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田一平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田咏梅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万佑亮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万源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汪东

中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汪桥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汪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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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汪渝涛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王灿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王春

北京市建壮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王凤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王港

重庆千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艮群

重庆航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厚呈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姣

中科旭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军胜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钧石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玲

重庆欣宏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梦渝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启东

重庆水务集团公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若涵

重庆泰锐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王森

重庆渝开洋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世兰

荣会晟（重庆）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涛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许

重庆开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妍玫

重庆钓鱼城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永清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禹翔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王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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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震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王智勇

重庆和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韦琴琴

重庆水务集团公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魏威

北京瀛润达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魏伟

重庆安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魏小明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魏杨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魏正玺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邬小峰

重庆安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发丽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吴杰航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吴静贤

重庆航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吴林宜

重庆恒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吴青峰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吴仁慰

重庆工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吴善友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吴婷婷

重庆千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夏斌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夏春燕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夏思远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夏婷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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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拓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向谦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向小成

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肖姮怡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肖君

重庆合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肖前进

智埔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肖琼英

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肖文炳

重庆泰锐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肖晓

重庆同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肖艳

重庆泰锐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肖云峰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谢春浓

重庆市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谢冬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谢开芹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谢奇起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谢越

重庆精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幸丹

重庆恒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幸禹浩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熊朝辉

中轩（重庆）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熊朝平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熊龙刚

陕西建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熊芮

重庆万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熊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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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熊姗

重庆欣宏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熊涛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熊威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熊欣

重庆施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徐国锋

重庆佳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徐佳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徐建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徐亚梅

重庆中桦创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徐洢苒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许佳宁

重庆金强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许鹏

北京市建壮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许强

中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严行

重庆求精工程造价有限责任公司 颜佳瑜

重庆钓鱼城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晏玲

重庆中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阳书婷

天之瓴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阳勇

北京瀛润达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杨灿

重庆安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发治

重庆市汇昊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杨昊汶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杨恒言

重庆建展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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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天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玲

中轩（重庆）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杨眉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建筑工程分公司 杨敏

重庆市江北区市政设施管理所 杨敏

重庆开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宁

重庆有益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盼

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杨平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杨惟婧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杨新

重庆希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杨雪妮

重庆安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杨玉婷

重庆慧聚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姚睿

重庆图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姚鑫

重庆向远全过程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叶海燕

重庆泰锐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叶佳

重庆泓展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易廷洪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殷筱薇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尹洋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应杰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雍成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游建平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于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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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余春容

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余东芳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余敬洁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余思瑶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余鑫

重庆渝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余燕

重庆鸿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余有亚

重庆大成国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余跃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袁东阳

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 袁琳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袁蕊

北京瀛润达建设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袁睿聪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袁著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冰魁

华瑞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张程智

智埔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张崇国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传洋

重庆市汇昊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张丹椒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飞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耕铭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张贵平

重庆合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海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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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崇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浩然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盉

重庆工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欢

重庆安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辉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磊

江苏益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张楠

重庆希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张平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其燕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钦

重庆信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张清渝

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庆

重庆驰久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卫岩

重庆信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张校天

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张洋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奕丰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毅

重庆西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友磊

重庆希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张玉婷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张裕彤

重庆弘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云璐

重庆市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张智鹏

重庆希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赵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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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金强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赵廷洲

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赵曦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雪松

重庆凯弘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艳

中化商务有限公司 郑慧珺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郑洁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开恩

重庆弘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郑诗柔

重庆通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郑维

中创名建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周海宇

江苏益诚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周佼佼

重庆工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林

重庆大正建设工程经济技术有限公司 周灵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周秋宏

重庆信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文超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小梅

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周鑫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艳

重庆天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周永波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朱健

重庆远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朱丽霖

四川省致远建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朱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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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纬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朱悦

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卓仁锡

陕西建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邹洪亮

重庆泰锐建设工程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邹群华

重庆招标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邹胜颖

重庆金英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周述钊

重庆金英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艾可琼

重庆金英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艾双清

重庆金英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刘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