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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9_83_A8_E5_c36_329625.htm 司法部关于面向社会

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公告（第2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司

法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1998

］90号）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62号

），为适应司法改革的需求，确保司法鉴定工作的科学、中

立、统一、合法，司法部对所批准设立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

法鉴定机构进行了年度检验，为增加社会公信力和透明度，

公平、公正地为社会各界提供独立、科学的司法鉴定服务，

现将通过2002年年度检验的司法部所批准设立的13家面向社

会服务司法鉴定机构及其人员予以公告，以便于公检法司机

关及社会各界和公民个人的监督。 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 司法

鉴定许可证编号：1031001 机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杜志

淳 地址：上海市光复西路1347号邮编：200063 电话：021

－6244347062454973传真：021－62442691 E－mail：sfjd

＠publicshanghaicngb．com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

定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

定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微量物证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

人员： 吴军 凌敬昆 沈敏 吴何坚 程大霖 李莉 杨旭 施少培 卓

先义 刘伟 吴家声 汤涛 朱广友 陈忆九 范利华 向平 沈保华 黄

富颖 蔡雄伟 管唯 方建新 赵珍敏 程亦斌 董大安 夏文涛 吴惠

瑛 刘瑞珏 刘宁国 奚建华 徐彻 钱煌贵 卞新伟 孙维龙 沈彦 严

品华 柳燕 阙庭志 林源 卜俊 秦志强 陆晓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郑瞻培 秦士勇 益福明 马昌球 钱玉林 高保林 张国桢 姚中栋 



季洪波 杜志淳 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

号：1031002 机构负责人：闵银龙 地址：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

号东风楼邮编：200042 电话：021－6207182062071921传真

：021－62071674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

床鉴定 文书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闵银龙 许爱东 杨

正鸣 樊静平 王冠卿 肖庆平 孙大明 应培礼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高随捷 周伟成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

编号为：1050003 机构负责人：郭晓彬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

区烈士墓邮编：400031 电话：023－65382118023－65382541 司

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微量物证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 王成荣 邹明理 李纯实 易明 杨进友 雷显谋 刘正宏 杨群英 

邹卫东 刘奕 唐泽英 彭帮万 唐旭 刘大庆 何晋渝 王跃 杨志红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胡世澄 叶元熙 游嘉德 陈晓铭 贾治(火

军) 王勇 曾德国 朱兰 姚莉 孟勤 李夏玉 袁源 潘自勒 李寄冰 中

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1011004 

机构负责人：刘革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邮编

：100088 电话：010－6222979262229532传真：010－62229792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

证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 刘革新 王杏捷 陈大光 杨绿君 张方 肖承海 张鹏莉 郭金霞 

陈碧 宋志华 武小惠 徐玲 关怀 齐玉娥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金

光正 王传道 扈庆英 翟建安 庄洪胜 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

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1011005 机构负责人：何家

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贤进楼B区503室 邮编

：100872 电话：010－62511268传真：010－62514368 司法鉴定



业务范围：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何家弘 徐立根 周惠博 李学军 刘保萍 刘晓丹 刘品新 许明 北

京大学司法鉴定室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1011006 机构负

责人（法定代表人）：杨春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

法学楼5122室邮编：100871 电话：010－62751624010

－62751628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临床鉴定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杨春洗 

张若羽 杨殿升 张玉镶 李宝珍 孙东东 张文生 兼职司法鉴定人

员：王沂赵雷 西北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

号为：1061007 机构负责人：张小宁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

安南路300号邮编：710063 电话：029－53851975385198传真

：029－5262185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

鉴定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张小

宁 阎志明 程军伟 许志 司力 刘建荣 杨密霞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 张公正 高翔 阎军让 韦琪 梁小锋 李争社 魏鹏 严琦华 张宁 

郭永亮 阎小军 姜社宗 江展 李莉 郑中民 许渭生 赵小凤 乔香

莲 雷小娟 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

：1011008 机构负责人：杨春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建宫

门路15号邮编：100091 电话：010－8269387882693632传真

：010－82693594 网址：WWW．china－wz．com 司法鉴定业

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 法医物

证鉴定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微量物证鉴定 声像资料

鉴定 计算机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杨春松 詹楚才 白

培元 陈明春 翟建安 庄洪胜等18人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贾玉

文 许薄博等5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物证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

可证编号为：1011009 机构负责人：罗亚平 地址：北京市西



城区木樨地公安大学院内邮编：100038 电话：010

－8390336583904709传真：010－83903359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罗亚平 

张惠芹 黄建同 杨玉柱 杨瑞琴 苗翠英 郭威 黄守龙 董红军 史

海青 高树辉 陈振乾 任玲 陈蕊丽 王贵容 冯卫疆 关立 冷允潮 

杨蕾 华科知识产权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

：1011010 机构负责人：吴佐明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普惠南

里13号邮编：100036 电话：010－68286852传真：010

－68286642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知识产权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

人员： 吴佐明 郑维智 王先逵 邓中亮 吴克忠 应明 陈昌柏 吴

祈跃 王汉坡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高尚凯 郑胜利 牛凤歧 夏佩

觉 李惠宜 张遵逵 同继锋 周定模 石光鸿 邓亚虎 袁大宏 王荣

光 沈忠跃 刘云 孙君梅 冯岩 金茂忠 段云所 罗俊华 中天司法

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1011011 机构负责人（法

定代表人）：谢和平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郑常庄安美尔大

厦A座1401 邮编：100039 电话：010－6815508413601350673 司

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

文书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陈世贤 贾明春 白洁尘 潘

良胜 谢和平 郭红斌 詹楚才 白培元 洪坚 崔家贵 倪锦堂 兼职

司法鉴定人员：张益鹄 湖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

证编号为：1043012 机构负责人：孙昌军 地址：湖南省长沙

市岳麓区石佳冲1号邮编：410079 电话：0731－8684769传真

：0731－8684794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文书司法鉴定 司法会

计鉴定 微量物证鉴定 建筑工程司法鉴定 知识产权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张正奇 罗明辉 魏万之 许新华 曾鸽鸣 王

玉枝 孙昌军 姜志刚 唐超华 郑远民 邓成明 易伟建 邹银生 龚



建清 黄政宇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张大方 谢冬青 彭蔓蔓 王贻

荪 吴惠敏 彭建国 邵旭东 杨永锋 邓铁军 罗麒麟 赵明华 尚守

平 唐昌辉 仇一颗 廖沙 袁贤讯 伍中信 王善平 万宇洵 北京华

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1011013 

机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杨焕明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

屯路乙5号邮编：100101 电话：010－64851564传真：010

－64889329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 法医毒物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动植物基因鉴定 

计算机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杨焕明 李生斌 王振原 

田薇 陈腾 胡松年 王俊 王新淮 郑海波 阎春霞 赖江华 刘新社 

马丽霞 黄小宾 邓亚军 赵辉 张秀清 王瑞琳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 唐承汉 张秦初 董伟 冯小黎 高树辉 孙海燕 朱波峰 于兵 李

双顶 金天博 黑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司法鉴定许可证编号为

：1023014 机构负责人：贾树彪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

岗区学府路74号（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楼）邮编

：150080 电话：0451－6609099传真：0451－6609099 司法鉴定

业务范围：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 法医

毒物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微量物证鉴定 文书司法鉴定 环境监

测鉴定 知识产权司法鉴定 计算机司法鉴定 专职司法鉴定人员

： 杨震 李树祥 车德仁 康凤英 周东坡 平文祥 贾树彪 王贵强 

李海英 葛菁萍 唐艳 李盛贤 钟赵国荣 梁传盛 刘传仁 杨持平 

刘春孝 李华坚 康传红 韩德权 王志娟 韩晓云 张彦龙 张颖舒 

雷虹 金涛 李秀凉 吴国峰 刘威 兼职司法鉴定人员： 吴国安 王

久莉 商国友 杨立庄 吴德全 袁慧萍 王守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