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度土地估价报告电子化备案综合排名前 100 名

序

号
省(市、区) 估价机构

1 江苏省 江苏金宁达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咨询有限公司

2 江苏省 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3 陕西省 陕西华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国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 湖北省 永业行（湖北）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6 广东省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7 江西省 江西地源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8 湖南省 湖南万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9 广东省 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方略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 湖南省 长沙永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12 江苏省 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湖北省 湖北玖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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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旗开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开元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7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科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8 安徽省 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9 广东省 深圳市同致诚土地房地产估价顾问有限公司

20 广东省 广东卓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1 广东省 深圳市国房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2 浙江省 温州市东瓯土地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明冠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4 安徽省 安徽正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25 陕西省 陕西恒达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6 甘肃省 甘肃新方圆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7 上海市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8 广东省 广东南粤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29 江苏省 苏州天元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0 江苏省 苏州吴地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31 浙江省 浙江永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2 广东省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3 山东省 山东天瑞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34 广东省 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5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金土资产房地产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精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事务所

37 江苏省 江苏拓普森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38 重庆市 重庆华川土地房地产估价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9 山东省 山东正衡土地房地产评估勘测有限公司



40 四川省 四川大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41 河南省 河南省中土地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2 浙江省 杭州信诚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43 湖北省 湖北中信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44 河北省 唐山兰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公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6 湖南省 湖南志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7 山东省 山东信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48 河南省 河南光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9 湖南省 衡阳地源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0 北京市 博文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51 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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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江西省 江西新源洪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3 甘肃省 甘肃方家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4 河南省 郑州豫华房地产评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55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华元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6 广东省 广东中地土地房地产评估与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57 山东省 山东华典章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8 广东省 深圳市世鹏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顾问有限公司

59 安徽省 安徽建英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0 河南省 河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61 广东省 广东金兰德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规划有限公司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方中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63 浙江省 浙江省地产评估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64 河南省 安阳市金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5 安徽省 安徽弘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6 江西省 江西森博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67 山东省 山东国建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68 贵州省 贵州安达吉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69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祥浩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0 浙江省 浙江海德房地产土地评估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71 贵州省 贵州恒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72 贵州省 黔西南州金州大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3 浙江省 浙江天启房地产土地评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74 安徽省 安徽地源不动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75 吉林省 吉林会信土地房地产自然资源评估有限公司

76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科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77 山东省 威海华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8 湖北省 武汉国佳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79 广东省 广东中企华正诚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80 山东省 山东德昀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1 福建省 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2 河南省 河南淮源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3 山东省 山东国瑞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84 山东省 山东圣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5 湖北省 湖北地宜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6 甘肃省 甘肃金土地估价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87 河南省 河南坤达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8 河南省 河南恒胜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9 重庆市 重庆瑞升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90 河北省 河北博泰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恒正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2 湖北省 武汉洪房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93 广东省 广东世纪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与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94 江苏省 南京大陆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5 湖南省 湖南正阳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6 山东省 山东致远中信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7 山东省 山东汇坤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8 江苏省 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99 河北省 保定恒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100 江苏省 江苏恒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