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佛山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名录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鉴定专用章编号 鉴定人员名单

1
广东启源建筑工程设计院
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桂平中路65号鸿晖都市
新城4栋4楼

曾志华 13928227170 86338189 佛房鉴备08号
梁永青  杨滨然  王恒邦  刘兴添  
曾志华  刘  亨  卢信余  谢江良

2
佛山市金平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51号自编7号

蔡小艇 13902418498 82243396 佛房鉴备04号

蔡小艇  吴锐刚  洪宗应  郭劭宁  
林万荣  洪小庆  李江川  柯少盈  
徐献州  刘恩成  罗健龙  何应钊  
曾宪隆  蔡飞豪  刘锦添  李建兴  
伍洋成

3
广东广联检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金榜
凤山西路29号

梁志昌 13790081868 22309071 佛房鉴备20号

梁焯然  梁志昌  冯毅鹏  梁善礼  
梁文广  陈嘉成  郑洁映  卢超进  
胡建波  廖顺发  冼耀文  黄嘉俊  
欧阳永豪  梁泽星  陈振兴  林李
永 欧阳锦培  陈嘉星  邓丽丹  
麦俊雯  陈程贤  陈俊文  冯伟全

4
佛山市安固之房屋检测鉴
定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金澜北路
267号3201室之一

徐  超
82265802

13302848969 82268367 佛房鉴备03号

钟华滨  李凤馨  周永泰  伦志强  
邹亚军  杜永樟  吴锐成  徐玉洁  
王文通  钟元晖  李金良  向巍威   
王高文  陈达楷  区  荣  庞冠忠  
黎达均  马永杰  梁达扬  于华彬  
邓晓铭  吴粤聪  吴大昌  周晓杰

5
广东保顺检测鉴定有限公
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塱宝西路
60号一座

易  巍 13928758863 佛房鉴备25号
江洪波  王  果  陈雨顺  徐锦龙  
宋俊哲  宁  梦  张国龙  梁少杰  
卢铭刚  莫俭航  肖  镇

6
广东汇建检测鉴定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夏东经济联合社“五登
围”工业开发区泓健综
合楼B区二楼B213室

郑绍永 18620102928 佛房鉴备27号

郑绍永  邢益善  陈  伟  丘永聪  
何学明  李建安  钟正锋  卓文辉  
庄广活  吴志彪  郑光廉  何松鸣  
黄学进

7
广东智弘检测鉴定有限公
司

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
19号协和大厦二层2-9
轴（东213室）

张享铭 15914370855 0757-82722050 佛房鉴备26号

张享铭  王玉倩  麦伟梁  余潮坚  
龚国安  陈振威  范玉全  梁  力  
郑炜坤  彭德龙  何广文  何文青  
涂福生  董加林  李景焕

8
广东城建达设计院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育才
路2号二栋1号

何金泉
86297865  

13802460908 86231119 佛房鉴备05号
霍曜明  陈建文  何金泉  何  舜  
何  波  何卓艺  禤巨佳  梁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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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佛山市狮城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穆
院村“誉洞岗”（办公
楼）一楼

赵  峰 13925918825 63862626 佛房鉴备14号

赵  峰  赵  味  劳伟国  刘永忠  
梁剑文  汤卓文  黄沛珈  彭健林  
袁嘉伟  张健荣  高桂铨  李伟才  
温科平

10
广东正昇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罗
行村四约村民小组“石
路头”地段戴炳新厂房
首层

邓祎文 13422000079 佛房鉴备28号

潘  渊  刘伟强  刘锦强  杜良杰  
王昭标  梁玩记  陈德英  梁伟深  
邓祎文  林一锴  劳卫安  周树禹  
陈  星

11
珑图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

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
121号18层A

彭智昌
83386685

13690467309 83213248 佛房鉴备01号
张  苗  彭智昌  邓时森  杨  涛  
韩  亮  许建峰  李  波  吴文聪  
刘显祥

12
佛山市高恒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
欢成街欢成一巷32号首
层商铺

谭明辉 13902854181 佛房鉴备24号
郑建国  谭明辉  岑健伟  谭松辉    
罗文珊  谢剑鹏  潘景文  刘  刚 
何冠威  胡泽宇 

13
佛山市恒通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夏东二洲村工业区

李思明 13902845420 85566998 佛房鉴备19号
江  强  王先明  冼民安  王沛佳  
陈育进  梁水胜  李思明  梁俊斌  
邬昕旭  倪载泉  李志光

14
佛山市顺德区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
三洲社区振通一路1号

黄丕千
22383201             

13724699662 佛房鉴备23号

张建生  李  猛  潘俊辉  梁韶绵  
马伟成  郑建民  莫可凡  韦宗坚  
沈胜涛  白元德  刘颖波  司徒漫
生  黄丕千  张培芝  伍敬恒

15
广东汇涛工程科技有限公
司

佛山顺德容桂街道小黄
圃居委会朝桂南路1号
高骏科技创新中心3座
2301号单元

郭奋涛 15919091520 佛房鉴备21号
郭奋涛  黄焯彬  吴友佳  梁伟鸿  
黄焯贤  黄鸿伟  石少琴  刘宾华  
梁冠中 

16
佛山市恒固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
道河宕村永星大道综合
楼D座首层6、7号

王  伟 13600302486 82109658 佛房鉴备11号
王  伟  赖东红  魏晗阳  付海龙  
张中涛  王望春  张  康  马永康

17
广东合正建筑物鉴定检测
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
张槎三路张槎制合厂2
座首层之1号

廖启定 13676294139 佛房鉴备30号
黎广南  廖启定  张卓力  邝宝权  
周英来  陈兴实

18
佛山市顺德建筑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立田
路建筑设计大厦

张小明 13702838563 佛房鉴备22号
何伟业  陈琦月  吴培培  戴苗苗   
巫  峰  郭瑞林  吴家辉  潘钜明  
何培建  王秀梅  吴凤钟  张小明

19
佛山市三水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沙
头大道1号二座

徐世平
87717924 

13902855939 87701031 佛房鉴备10号
胡彩平  徐世平  黎文光  周俊强  
黄文胜  黎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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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佛山市三水博维规划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
中山西路9号二层之二A

蔡俊青
87722895 

13809811648 87722895 佛房鉴备02号
禤岳智  李  菁  蔡俊青  唐秀松  
伍晓燕  叶俊桅  杜维辉  莫健华

21
深圳中建院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深海路17号瀚天科技城
A区8栋1105单元

王从炳 13288337811 86022800 佛房鉴备13号
王从炳  李伟明  罗  滨  青光绪  
肖  疆  李  平  吴天俊  周雅静

22 佛山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50
号

何伟文  
王志刚

13302416828  
13827721012 82286257 佛房鉴备09号

王志刚  姚  江  梁欣欣  葛乐霞  
李铭亮  周建球  陈洛然

23
佛山市城匠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金澜北路
3号一座6楼

林唯梁 13902805570 83204100 佛房鉴备15号
林唯梁  罗秋容  霍伟锋  陈晓斌  
霍伟涛  陈跃中  陈健霞  庞成龙

24
广东稳固检测鉴定有限公
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
办事处古鉴村委会永隆
路8号（凤翔工业区）C
栋502室

龙耀坚 13570262004 佛房鉴备29号

邝炳添  梁俊健  孙冬菊  朱建科  
郭权兴  余  彬  周俊杰  姚壮杰  
龙耀坚  刘江辉  任海龙  赖洪波  
陈来文

25
广东新广厦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一路
115号十座十层

何伟年 13809251206 82268700 佛房鉴备16号
何伟年  禤广飞  林  可  陈燕梅    
黄  雄  曾维源

26
广东纵横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北湖
二路3号

伍碧珍 13534462591 86320625 佛房鉴备31号
罗伟洪  伍碧珍  王连坤  黄金福  
谭艺炜  文  强

27 佛山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
佛山市禅城区五峰四路
2号

陈  坚 13726334603 82711410 佛房鉴备17号
陈泳成  陈  坚  梁海峰  高  虎  
易联伟  张伯谦

28
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检测总站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45号首层P7号铺

林中龙 13808847774 020-87252626 佛房鉴备12号
高望清  阎  亮  丘晋文  李志强  
李  操  陈文辉  赵英杰  林中龙  
周茂清  陈启文  沈敦桂

29
佛山市禅城区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检测站

佛山市禅城区金岸路17
号

陈荣保 13425733833 63813289 佛房鉴备18号
张海伟  陈荣保  陈建江  曾  辉  
李北海  王秀莲  陈伟良  唐  亮  
林焕铠

30
佛山南方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西路
11号309-315室

黄志鹏 13929945670 83312863 佛房鉴备32号
黄志鹏  吕日伟  卢传香  黄坚明  
范耀源  苏碧欣

31
广东一佳检测鉴定有限公
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
村北湖一路海宜广场1
号楼五层509室

潘立基 18613160617 020-31520836 佛房鉴备33号
谢  光  陶军军  郑君光  张世添  
潘立基  容伟初  袁梓豪  莫  浩  
鄢圣威  陈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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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广州仲恒房屋安全鉴定有
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夏东经济联合社“五登
围”工业开发区泓健综
合楼C区六楼C606室

唐杰雄 13600310560 佛房鉴备34号
肖  燕  吴少平  余  满  吴汝津  
龚剑辉  涂  席  罗  京  李海诚

33
广东泰诚检测有限公司佛
山分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禅
秀路2号之一健博通科
技园5楼503室

余海风 13926438008 佛房鉴备35号
余海风  戴星红  樊小飞  刘剑锋  
张骏斌  陈业泳

34
广东建准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佛山市分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46
号二十层12单元

赵鹏鹏 13711016385 佛房鉴备36号
赵鹏鹏  吴华同  陈玉才  张扬春
欧益彬  范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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