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晋城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联系表（2022.1）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晋城市建都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郭永明 0356-2061510 13191261113 市凤台西街486号规划局一楼

山西昊圣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霍社路 0356-2609889 13935644964 市客运东站北月星大厦B区10楼

山西众恒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刘全林 0356-2338929 13835663581 市凤城路华厦星园B座9号楼302室

中招辰丰达招标有限公司 石义顺 13103561122 市凤城路金海港大厦5楼512室

山西正大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岳  浩 13593330666 市开发区缔景皇冠大酒店（湖滨壹号）8楼801室

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贾经艳 0356-8880500 13994709250 市开发区泰富小区A座1单元102室

山西恒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程宏涛 0356-8880602 15635611525 市泰欣街656号院内西楼202室

中鼎万联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邢红兵 15388562377 13233565199 市文昌东街凤庆小区23号楼2单元101室(2015年)

山西海通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司小晋 13934061578 市开发区郝匠社区竹园小区7号楼4单元202室

山西华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  超 13623518530 市西环路金厦西苑12楼3单元2101室

山西大明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成宏业 0356-2137058 13753643999 市凤城路泽州国税小区2楼2单元202室

山西三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淑平 15935540506 市开发区缔景皇冠大酒店（湖滨壹号）9楼918室

河南建威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  亮 13384005881 市东客站往北300米新中原汽车用品装饰广场内

中汇冠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  鹏 15034600777 晋城市城区苑北路492省运驾校综合楼四层

山西景宏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郭婷婷 13753651491 市中原街西街99号前胜公寓1单元901室

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  凯 13353569033 市白水西街白水印象8号楼1单元1401室

中交远洲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候向东 13503569817 市迎宾街建行小区3号楼3单元402室(18636825830)

晋城市明阳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王  芳 0356-2029218 18635609837 市城区凤城路518号

山西立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杨进勇 0356-6964581 15535663698 市白水西街方程国际610室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李晋军 0356-2058628 13233335759 市开发区经一路德宇科技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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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伟恒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松涛 0356-2298555 18003561299 晋城市景西路景西花园2号1单元901室

中招康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武  帅 18003511608 市红星东街技师学院培训中心3楼（PPP）

太原市并辉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李海霞 0356-6992503 18603569816 市城区泽州路1278号物资局五楼

山西合晟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程  晨 0356-3838898 15934173178 市月星商业广场商业区B区1栋9001号

山西日月星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宫桂丽 0356-6998228 13663567636 市西环路3385号57幢7街159室

山西公信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秦海军 0356-2025493 18035606262 市城区瑞丰路1号凤城宾馆2026室

北京中兴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刘霞霞 0356-2032911 13633569882 市城区瑞丰路1号凤城宾馆3043\3045室

山西文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杜培太 18903560888 晋城市城区西环路豪德广场一期33栋7街106号二层

山西省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张  伟 15536865908 市景西路普陀旺世2号楼2单元1704室

山西辉腾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闫  慧 13294563305 市西街西马匠万佳小区1号楼3单元301室

山西聚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海利 13103561527 市红星西街1755号凝祥源二期商住楼3单元802室

河南英华咨询有限公司 楚志锐 0356-6998607 15364663776 晋城市文昌西街文华这園5号商业房

山西中正工程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邓尚进 18235655503 晋城市红星街技校实训楼(育泽苑)10楼1023室

山西吉承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张文月 18635683881 市白水西街方程国际1507室

湖南三湘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郭向军 15721665891 15581875820 晋城市凤台东街1246号210室（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晋城市三公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王丽丽 03562280022 15835682758 晋城市城区太行南路826号

山西欣恒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郎志勇 18636851029 晋城市城区国贸大厦23楼

中新创达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钱少华 03562121152 18935294883 晋城市中原街巴厘岛前胜公寓1单元901室

山西亚辉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沙沙 15525516660 晋城市城区新市西街116号5楼B505

山西煌宇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马  国 13753667671 晋城市玉龙湾公馆4号楼二单元29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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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正大招标有限公司 卫楚楚 15603563556 晋城市迎宾街文峰社区（小区）1单元2楼702室

北京中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赵佳慧 15034603861 晋城市凤城路518号（泽州国税对面）综合楼508号

大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范江周 03562222199 18935289331 晋城市开发区经一路皇城相府药业综合楼1312室

德汇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孙玲玲 18835600699 晋城市豪德市场6街110号

山西华普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梁  盛 13513604311 18603560787 晋城市开发区经一路皇城相府药业综合楼1407室

中鼎誉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贾建强 0356-6996399 18935279298 晋城市白水西街方程国际705室

华睿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左萌芽 18235613160 14703568375 晋城文昌街金丽嘉苑6号楼2单元2401室

中昕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  森 0356-2135822 13700564523 晋城凤台西街富丽莱大酒店6楼617室

锐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赵云峰 18903567007 晋城市文昌东街265号隆泰办公楼5层507室

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董冬霞 13753655628 晋城市泽州南路131号金桥小区南二层

山西诚明招标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鸿飞 15383510158 晋城市凤鸣小区3号楼302室

山西通畅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任  杰 15603569814 晋城市文昌西街文景苑1号楼2号商铺

山西中德金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杨路芳 13233285521 18203568599 晋城市城区黄华街C区商业综合楼主楼3号5层

河南省山河建设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赵沁军 13935629574 晋城市城区中原西街99号前胜公寓2-1803室

河南诚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卢  霞 13507673585 晋城市开发区兰花路1442号

山西中天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薛  珊 18636869586 晋城市公路局小区1号楼2单元101室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晚红 13753665500 晋城市凤台东街金城兰园18号楼2单元506室

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王现林 13935603185 晋城市开发区颐翠路396号民营工业园区301-303室

山西诚信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崔力会 13005056256 晋城市迎宾街北侧777号山西中天润业607室

陕西信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陈金才 13233336576 18335654161 晋城市国贸中心2102-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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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霖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白喜风 13103867345 晋城市豪德光彩贸易广场二期9栋12号2层

陕西恒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郑俊伟 0356-3058118 13994749911 晋城市城区红星西街2099号金凤凰制衣三楼

山西建威兴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赵小秀 15934165196 晋城市凤城路518号（泽州国税对面）综合楼318号

山西申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芦智星 15635616116 晋城市泽州路物资大厦5楼526室

山西欣鑫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马晋峰 13028058702 晋城市兰花路315号办公楼4层4009室

山西科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熊  涛 0356-2125399 18003569866 晋城市国贸大厦A座1503室

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樊莎莎 18035628641 13233332340 晋城市白水街方程国际1幢7层809号

华夏城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魏文超 18234112985 泽州南路西侧铭基凤凰城39幢1单元701室

山西恒元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于  超 0356-3038825 13333562700 晋城市白水东街财富广场A座1706室

山西天善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广伟 13935679898 18003569797 晋城市开发区兰花路1442号汉通展销中心9层903号

山西衡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吴  翔 13663464440 晋城市颐翠中心1318-1319屋

山西佳晟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范文斌 18935198640 晋城市新市西街怡翠大厦1315室

山西天祥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李俊杰 0356-6929080 18613564515 晋城市白水东街财富广场A座1509室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赵玉山 18434392243 晋城市鸿凤苑小区1号楼1单元1403室

中科高盛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吕丽霞 03562358899 15903565553 晋城市国贸大厦A座1706室

中哲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路云 15803569727 晋城市开发区兰煜花园2号楼西单元1601室

山西恒一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余海燕 0356-2310080 17735670770 晋城市城区凤翔南区55号楼2单元402室

山西唐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贾红艳 0356-2120220 18535688250 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孟匠村泽州华为大数据中心综合楼七层

山西域瑾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刘广伟 13935679898 晋城市开发区吕匠路与经一路交叉口双创产业园后院

山西森韵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吕  楠 15003515449 18035664677 晋城市白水东街景和苑1-1-3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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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诚尧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李晋平 0356-6981188 13233331888 晋城市凤台西街1081号院内北三楼303号

山西卓智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  斌 13191256677 晋城市泰鑫街656号院内西1楼

山西标凯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刘  斌 18234042738 晋城市景河湾8号2号楼1单元1602室

山西明和远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李燕翔 0356-2335515 13633468373 晋城市黄华街2518号居然之家7层003号

山西兰花真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申元元 13703561326 晋城市泽州县兰花国际物流园区办公楼5楼

红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宋学毅 15581867479 晋城市迎宾街777号（六合大厦）写字楼201室

山西峰凯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景万全 13994728911 晋城市西环电商小镇212室

山西润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刘保军 13835602317 晋城市泽州路1273号农业技术培训中心

北京明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赵昕杰 18535651955 晋城市新市东街紫薇华庭商务中心三楼

山西泓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赵  瑜 13233325285 晋城市开发区兰花路1442号汉通技术大厦6层630号

山西博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牛  影 18536121133 晋城市开发区弘泽街煤气开发利用中心院内东二楼

山西诚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郭子超 18335690523 晋城市开发区经一路皇城相府药业综合楼1003、05室

驰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程晋晶 18835627799 晋城市月星大厦9011、9013室

山西凯达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王沙沙 13653567889 晋城市中原东街金九旺园2号楼东单元101室

晋城市正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董苗苗 13703567889 晋城市川东路市煤气开发利用中心办公楼4楼

晋城市汉泰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张真真 17636102023 18635605733 晋城市中原西街1627号晋城军粮三层

晋城市玉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徐  宇 13935695230 13935695230 晋城市开发区经一路德宇科技一号楼302室

山西亿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亓丹丹 13835615012 晋城市文昌东街金城和园11号楼2单元1207室

山西欣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赵素霞 13100062660 晋城市白水街西888号方程国际1幢21层2108号

山西中丰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潘  登 17891239616 晋城市黄华街瑞信大厦11楼1103室



驻晋城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联系表（2022.1）

机构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晋城市丰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张玲玲 0356-2186662 17735660078 晋城市白水街文峰社区南场门房二楼

山西大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孙玲玲 18536101789 晋城市绿欣小区B座1003室

  注:本表仅为驻晋城市区代理机构统计表,各单位应按中国政府采购网省级分网代理机构名录中自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