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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华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79721462X7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王旗营金领地大厦1402 杨艳红 110% 不推荐

该机构备案时间不满
一年，经会长办公会
讨论决定，不予推荐
。

2 昆明俊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78593900H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富春街116号5幢1单元402
室

刘世义 110% 推荐

3 楚雄州兴诚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2300738098331P 云南省
楚雄彝族
自治州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新市街28号 杨光辉 110% 推荐

4 云南启航新征程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522797241820F 云南省 保山市
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观音塘社区滨河小区106
号二楼

夏丽红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不
推荐。

5 云南沣昊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566215473L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万华路159号6幢
1单元202

黄德华 110% 推荐

6 云南通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40056881498XB 云南省 玉溪市 玉溪市抚仙路86号创业大厦A座11楼 业保来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7 云南玺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662643160Y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48号金泰大厦
19层商务房2号

陈崚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8 云南云松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0112772698226C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广福路红星国际广场7栋2115－2118室 李海梅 110% 推荐

9 大理鸿翔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9153290174147748X1 云南省
大理白族
自治州

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人民南路86号 马云峰 110% 推荐

10 云南弘诚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2900673627019C 云南省
大理白族
自治州

大理市经济开发区息龙公寓97001幢A-1号 施江涛 110% 推荐

11 云南云凌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0724575528 云南省 普洱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江东时尚家园A幢1606号 蒋玉萍 110% 推荐

12 丽江朝阳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91530702727282811L 云南省 丽江市
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民主路675号锦天苑19
栋27号

杨立功 11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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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云南天力土地勘测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4529885XE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新亚洲体育城星都总部61幢301室 朱明宇 110% 推荐

14 楚雄华盛华振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3005798428472 云南省
楚雄彝族
自治州

楚雄市鹿城镇万家坝楚雄华振机构办公区 章国仁 110% 推荐

15 云南利明涛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072473560N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西山区白马小区西区19幢2单元602号 王金旭 110% 推荐

16 楚雄中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300552744083Q 云南省
楚雄彝族
自治州

云南省楚雄市北浦路128号 唐辉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17 云南恒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0006708613365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水岸御园高层商
务办公4幢6层615室

陈霞光 110% 推荐

18 云南中和金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25718613577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云投财富商业广场B3幢23
层

杨倩 110% 推荐

19 云南广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勘测有限公司 915301026836872698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西路红菱花园（A2地
块）I10幢26层2605号

李德虎 110% 推荐

20 云南国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723568834112C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万宏国际小区9栋706号 李富情 110% 推荐

21 云南怡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600MA6K5NQ448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131号汇都国际C栋
6楼整层

孟伟民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22 云南智衡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91530602552727128H 云南省 昭通市 云南省昭阳区二环路时代峰尚5幢7号 吴林蔓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一年报告备
案数量为0，经会长办
公会讨论决定，不予
推荐。

23 曲靖恒信房地产估价经纪有限公司 91530302741480857C 云南省 曲靖市 云南省曲靖市西苑小区荷苑15幢82号 苏红琳 110% 推荐

24 云南壹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056982015N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街道办事处海源居
委会丽阳星城A2-3幢9层905号

薛莲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一年报告备
案数量为0，经会长办
公会讨论决定，不予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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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云南安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329257776L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448号华尔顿大厦
23层2305号

李梅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26 保山市中瑞房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522557791735Y 云南省 保山市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满邑社区菜园坡小
区47号

张宇扬 110% 推荐

27 云南纪千不动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2589603655G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席子营霖岚广场地块-B栋
25层2504-2505号

鲁建刚 110% 推荐

28 云南颢杨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91530102767080261D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顺城西侧新月花园B幢1单
元15层1501号

缪祥波 110% 推荐

29 曲靖市恒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328745273193K 云南省 曲靖市
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综合
办公楼一楼

刘承文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30 临沧市弘光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9007452542917 云南省 临沧市 临沧市临翔区忙角社区新安路177号1楼 杨新 110% 推荐

31 云南诚远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4215993094092 云南省 玉溪市 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星云路10号 顾跃东 110% 推荐

32 云南公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3006765871123 云南省 曲靖市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文笔路麒麟嘉城广场17楼 夏立凯 110% 推荐

33 曲靖市靖州地产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91530302799895895C 云南省 曲靖市 曲靖市环城东路东昇花园3幢1号 王庆龙 110% 推荐

34 云南瑞合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103589631293Y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市盘龙区唐家营、状元楼、金
唐巷汇都中心A幢8层809室

房燕 110% 推荐

35 中资信泰（云南）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50653166T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护国街道办事处人民中路
阳光A版5-D-03室

唐敏 110% 推荐

36 昆明三阳开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1681285522B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官渡区关坡村关中路3号1-2幢4-20号 段傈津 11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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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云南亚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2557789520H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五华区江岸小区三期三组团8幢2单元
101号

覃燕 110% 推荐

38 昆明富乙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111709778004A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华海新境界A座13楼 陈文君 110% 推荐

39 云南瑞尔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000719404129M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南屏街88号世纪广场C2座19楼B+C单元 李欣 110% 推荐

40 云南中耀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3466850004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路中段以南时代广场
A幢17层1704室

丁勇 110% 推荐

41 云南凯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7216812681592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区志强路167号同德广
场A区10栋1单元2701号

程朝枢 110% 推荐

42 云南天禹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670873353M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广福路红星大厦8栋6层 姜雪梅 110% 推荐

43 云南通域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2676571698R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茭菱路昊鑫阳光城B座408
号

沈冬梅 110% 推荐

44 昆明云润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97248758P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白云路与穿金路交叉口金尚俊园三期1
幢（金尚壹号）9层901号

王志萍 110% 推荐

45 云南红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5226682514918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实力心城9幢21层2108号 张云松 110% 推荐

46 云南华鹏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59714353x9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东路6号17层2号 阮辉鹏 110% 推荐

47 昆明清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MA6MYEEC9M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水岸路69号金辰办事处盘江苑二
期南侧幼儿园B幢2-3层

冯傲 110% 推荐

48 云南驰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951836982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
厦9楼906B室

胡勋伟 11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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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云南正权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500673625574C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壹城南亚星河
苑8幢1单元11层1103室

曹国路 110% 推荐

50 云南云英恒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45252325A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12层28号 赵建新 110% 推荐

51 曲靖金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302760418389T 云南省 曲靖市
曲靖市麒麟区平安路东侧、环南路北侧天然居
二期16幢4层F4号

李树菊 110% 推荐

52 云南宏亿知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502MA6K75YDOK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云路168号瑞鼎城商务
中心A栋第11层1120号

黄杰峰 110% 推荐

53 昆明市金宇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100738062945H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57号华尔贝大厦
11楼C1座

王朝喜 110% 推荐

54 云南平程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91530402767072202G 云南省 玉溪市 玉溪市红塔区玉水金岸水云间B区B-4-4号 高宏图 110% 推荐

55 云南汇坤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3007311977674 云南省
楚雄彝族
自治州

楚雄州开发区永安路汇坤楼四楼 阿永先 110% 推荐

56 云南滨点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316382105M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秋苑二期灯火阑珊处1幢4
单元701号

曾尔滨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一年报告备
案数量为0，经会长办
公会讨论决定，不予
推荐。

57 云南杰森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566234711H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900号颐高数码中
心一期综合楼A座5楼C号

朱绍旺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一年报告备
案数量为0，经会长办
公会讨论决定，不予
推荐。

58 云南建庆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59201945X9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色家园南园17幢1单元
502号

刘小云 110% 推荐

59 云南正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3020832722382 云南省 曲靖市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盛世锦华东江花园101A幢
1层14号商铺

李波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60 红河天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2502560060060T 云南省
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
治州

红河州开远市建设东路6号附3-4 赵清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第 5 页，共 9 页



序
号

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在省
份/直
辖市

所在城
市

注册地址 法人
收费
标准

意见 备注

61 云南振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67872992XQ 云南省
楚雄彝族
自治州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机电小区二期1幢2
单元502号

花锏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一年报告备
案数量为0，经会长办
公会讨论决定，不予
推荐。

62 云南玉溪立信房地产评估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91530400727282555P 云南省 玉溪市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康井路11号 杨晓伟 110% 推荐

63 文山同心联谊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600690853982J 云南省
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
州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开化中路222号 李建 110% 推荐

64 云南景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302741482000J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麒麟东路70号 鲁学慧 110% 推荐

65 德宏兴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31007846023835 云南省
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
治州

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阿露窝罗路14号 许建明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66 云南卓宏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19494339W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辰街道金色家园锐空间
8幢3单元903号

罗杨 110% 推荐

67 云南隆贔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06981407XG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博生态城花园9号 付立志 110% 推荐

68 云南中宝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67086305P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敷润桥鸿城广场11层09号 刘进 110% 推荐

69 云南凯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000745261096Y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青云街36号 刘本玉 110% 推荐

70 云南决策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70455511A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街道办事处瀚文云鼎
商务大厦5层S506室

陈云川 110% 推荐

71 云南洪业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50074525649X3 云南省 保山市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路北段（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内）

林伟 110% 推荐

72 云南瑞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099093429C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花园11幢203号 罗燕辉 110% 推荐

第 6 页，共 9 页



序
号

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在省
份/直
辖市

所在城
市

注册地址 法人
收费
标准

意见 备注

73 云南诚开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0724822807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五华区青年路节孝青年路节孝巷57号2
栋301室

钟桥彬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一年报告备
案数量为0，经会长办
公会讨论决定，不予
推荐。

74 云南驰佳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81690891U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人民中路22号长春花园21楼H座 赵志方 110% 不推荐

该机构近三年报告抽
查两次不合格，经会
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予推荐。

75 昆明名杰信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0100750677686M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护国路57号华尔贝大厦24楼A1号 马啸南 110% 推荐

76 云南银瑞祥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3072454546X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江小区B16幢4-6层
301室

张慧 95% 不推荐

该机构近五年被中估
协报告抽查为不合格
不予推荐。另，其不
按照省协会建议的收
费标准填报的不予推
荐。

77 云南基准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30102100020107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阳光A版11层A座-1号 程天 110% 推荐

78 云南鼎立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103738098067L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青云街道办事处世博生态
城低碳中心IIIB栋10层1001号

赵俊飞 110% 推荐

79 云南优化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00007414900945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金实小区宏实园11幢10楼 苏永良 110% 推荐

80 云南安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600688580874B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开化中路228号（银都佳
园E3幢）

曾自荣 110% 推荐

81 昆明帮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8461806XG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西昌路187号七楼 马旻 110% 推荐

82 云南辰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12668280743D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福路229号广福城A8写
字楼703号

李宏疆 110% 推荐

83 云南衡之道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0102589644262P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席子营霖岚广场地块一B
栋25层2506-2507号

郎子波 110% 推荐

84 昆明诚跃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100727326597K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威远街166号龙园豪宅B座703号 蒋丽 11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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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云南静优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23095844110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南屏街5号云南信托大厦B
座2703号

魏华 110% 推荐

86 昆明正序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755149472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青年路518号3幢4层 邓跃章 110% 推荐

87 文山万厦房地产估价测绘有限公司 91532600753585170H 云南省
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
州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环北路紫荆苑1排5
号

黄定合 110% 推荐

88 云南鼎晟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522MA6K3FX11M 云南省
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
治州

蒙自市护国路金色碧海小区1幢1单元301室 邹翠英 110% 推荐

89 云南同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589619315H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云南软件园产业基地楼四
层406-1号

杨冉 110% 推荐

90 昆明海旭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2670866815J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江东和谐家园F3幢2906
号

刘名芳 110% 推荐

91 昆明滇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452531924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昌源北路600号融城园城2
号写字楼23楼

黄骏 110% 推荐

92 云南弘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402748293712U 云南省 玉溪市
玉溪市红塔区珊瑚路125号时代新都汇1幢1单
元304号

郭一江 110% 推荐

93 昆明正中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079028916XJ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人民中路39号银顺广场（傲城）A座12
层104号

杨洪才 110% 推荐

94 云南精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15300007704754917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云南映象主题文化小区城
市公园广场1幢12层1209、1210、1212号

曹春迎 110% 推荐

95 昆明正中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100727292833Q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人民中路39号银顺大厦（傲城）A座12
层104号

姜宇 110% 推荐

96 云南德胜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402784609999L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金汁路云路花园
779号主栋7楼

李非 11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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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云南正德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102095365888X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益路68号戎锦花园2
幢1505室

王云康 110% 推荐

98 云南通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0000431203651G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北京路花苑2幢301室 顾欣 110% 推荐

99 云南弘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6216979852679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云投财富商业广场B2幢11
层公办1119

杨希 110% 推荐

100 大理铭羽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2900555123792R 云南省
大理白族
自治州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
苍山路326号

段灿辉 110% 推荐

101 云南优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0103686166231R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金实小区宏实园11幢1单元1202
室

伍小云 110% 推荐

102 云南瑞优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530100775524010X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广场金色年华B座B1802号 倪茜 110% 推荐

103 德宏州鸿房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91533103775545401X 云南省
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
治州

德宏州芒市翡翠路12号 汤志勇 110% 推荐

104 云南根苑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1532600072492657F 云南省
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
州

文山市卧龙街道攀枝花社区普阳路延长线盘龙
河畔小区三转角12栋商2

肖黎雁 110% 推荐

105 文山天赢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5326007873840007 云南省
文山壮族
苗族自治
州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开化南路金
色水车综合楼K幢105号

杨仕艳 110%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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