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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3/2021_2022__E9_BB_91_

E9_BE_99_E6_B1_9F_E7_c47_633848.htm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注册资产

评估师年检办法》的有关规定，省资产评估协会对全省注册

资产评估师的执业资格进行了年度检查。现将年检情况公告

如下： 一、通过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名单 北京德祥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6人 白雪梅、万中敏、郑丽、刘旭

芳、常海春、于秋 北京龙源智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黑龙江分

公司6人 王菊、王钟慧、马振国、徐喜清、吕荣、孟繁强 黑

龙江国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人 夏双实、王威、蔡树龙、宋

朝旭、古凤俊、丁丽敏、沈凌宇、李维新、刘万钧、许志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8人 初立、

王勇、丁明香、王艳红、周立春、初威、刘希波、初东辉 黑

龙江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人 王明华、梁汉春、黄岩、田

守玉、谢建辉、李全生、冯立旺、牟永萍、于丽慧、刘俊华 

黑龙江建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张文良、李冰、董爽、徐

赫南、张国锋、刘力、刘程、张劲松 黑龙江岳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12人 朱丹旗、方军哲、王延彬、王锦章、宋炳珍、刘

济杰、何军、魏爱军、倪有武、王振英、金七龙、王海英 哈

尔滨华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8人 苗福乾、韩、张静、张银管

、于超、吕建文、史延生、张瑞凤、李飞、邹文革、李国伟

、毛传虎、董亚杰、柳晓华、刘降斌、尹丽容、崔岩、周鸿 

哈尔滨龙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栾春田、佟玉峰、解丽英

、李晶、李英秋、邵培雷、倪宏、朱丽娜 黑河立志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8人 耿晓凤、王婉青、宫佰杰、杨树枫、张瑾忠、

陈志华、徐新华、于颖 黑龙江育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人 张

克育、万道印、孟晓东、韩光林、吴经纬、于海英、石春红

、田德军、陈若明 哈尔滨中孚资产评估事务所6人 吴艳梅、

张长明、李海艳、许永维、卞咏梅、李绪辉 齐齐哈尔红岸资

产评估事务所5人 赵强、王安春、田丽军、詹颖欣、祝华东 

哈尔滨力得尔资产评估事务所7人 单桂君、董忠惠、岳长青

、李丽辉、蔡军章、马熠、姜涛 大庆和平资产评估事务所5

人 王立军、刘长岭、孙宏达、王忠校、王迪 大庆信恒资产评

估事务所5人 袁立强、曲立娟、刘涛、马玉艳、倪大伟 七台

河丰利资产评估事务所6人 王雪莲、史文成、张连凤、樊风

森、白银岫、赵华 齐齐哈尔兴达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金鑫、

李敏红、陈英、陈丽红、代继红 牡丹江义合资产评估事务

所5人 赵国义、张福增、李延、刘永梅、朱传红 佳木斯兴佳

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马国英、谈群玉、刘洪波、王敏全、唐

爱民 牡丹江金江资产评估事务所7人 付国志、付强、章继男

、周忠林、尹晓峰、郭秀丽、钱晓娟 七台河中正资产评估事

务所5人 郭艳坤、王金祥、倪小雪、张奏华、刘佳阳 大庆龙

兴资产评估事务所7人 徐家娟、高晓辉、刑军、王佳宁、任

秀梅、张燕、何秀玲 哈尔滨汇海资产评估事务所9人 王友祥

、杨志忠、杨向东、刘洪权、董茜、刘恩来、李德、冯艳波

、祝大勇 双鸭山新宇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崔丽华、于永春、

战荒、郭野、袁丽平 黑龙江金世纪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人 王

兰、李哲、刘晶、郑元福、陈殿伟、刘世峰、王宝泉、蒋文

革、柳星熙 哈尔滨公正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王兴文、杜长富

、刘艳、霍利、蔡晓冰 哈尔滨金城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甘红



涛、谭世俊、关敏、骆冰、高金伟 黑龙江源升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9人 陈凤英、周文占、赵琴、许龙、李金生、张彤晖、

张荣涛、路伟、朱安超 佳木斯翔实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马庆

、党杰、吴建军、张秀明、姚玉国 大兴安岭兴安资产评估事

务所6人 陈明、董莉莉、曲国栋、徐国升、吴俊明、吴丽红 

黑龙江博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8人 李东梅、王明春、刘

颖、李淑娟、董亚红、王勇、林琳、陈可花 黑龙江新汇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8人 马红艳、占百方、王中飞、刘昱临、李薇

、廉华、齐红英、郑建波 哈尔滨泰源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王

成军、徐彩玲、单宗梅、张淑杰、朱玉芝 齐齐哈尔中天资产

评估事务所5人 李旭丹、宣大红、徐明凤、齐锋、田秀芳 安

达国惠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公维祥、宋志弘、刘平、王慧树

、钟美玲 齐齐哈尔市中隆资产评估事务所6人 陈宇、李晓霞

、曹丹、张艳华、夏金玉、李春玉 哈尔滨贝克资产评估事务

所5人 赵文举、张万宝、王肖、青俊花、翟国钲 双鸭山新博

通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孔祥芹、孙兴民、徐福洪、张玉梅、

李茂金 大庆元升资产评估事务所10人 孙立国、黄春梅、郭玉

峰、齐昕、张启志、刘元鹏、武广大、赵玉芳、刘丽霞、李

宏 哈尔滨亿阳资产评估事务所8人 石益斌、王辉、卞永宁、

孙树锁、王鸿、王鹏年、李凤梅、邴荣换 哈尔滨富通资产评

估事务所5 刘今来、邢立波、李海金、孙晶、马宗泉 黑龙江

滨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人 马树新、郭茂林、宋振文、王民

、陈辉、田凯、韩华、余玲茹、马宏、范明月 黑龙江资丰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于志忠、陈颂、葛兆东、魏国祥、郑智

宇、芮建春、孙运存、韩立侠 黑龙江中亦原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8人 刘存发、杨彦波、汤颖梅、田立娜、蒋晓春、彭海明



、曲亮、曲强 黑龙江金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许洪荣、郎

林、陈惠林、刘惠娟、周奎、陆晓、孙咏梅、邱雅威 哈尔滨

中林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丁玉娆、孙勇、高念成、于雅娟、

王磊 牡丹江宝昌资产评估事务所8人 隋明、王士博、张振声

、尘永芝、冯丹第、岳志红、金颀、崔殿平 黑龙江中和正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罗延博、孙秋谭、王海涛、徐少璞、

李玉林、常晶、冯岩、田冬梅 黑龙江利达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9人 张惠敏、韩晓明、刘锦程、葛文强、滕子超、刘卓

群、张国慧、孙长宏、郭秀春 黑龙江德齐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8人 董云屏、李立国、周时、张国庆、尹德海、刁凤玲、

付运馨、吴君 哈尔滨汇通资产评估事务所6人 王艳芬、张连

春、王光明、刘新光、单丹、于涵 黑龙江城源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9人 吕冬梅、高淑兰、宋顺武、李浩明、双宝、王研、

方爱红、李志谦、马彦杰 黑龙江亿鑫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肖明鹏、谷峰、葛寰中、李刚、盛怀林、王宏成、王信生

、王冬梅 哈尔滨信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人 侯军、李兆发、

郑克国、郭雪梅、吕海悦、崔扬、任旭梅、尤迪、闫洪民 黑

龙江中明国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人 卢玉明、范利群、全景

饶、齐国友、王会林、高卓瑛、毕继武、李莉、兰国昌、董

丽艳 绥芬河同信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崔英凤、王贵善、谢宇

、孔凤娟、陈建国 佳木斯中强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周兆林、

张志伟、王来涛、刘一博、王荣香 黑龙江中达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9人 兰伟杰、李畅泳、黄建萍、白文波、战丽娜、林春

梅、王亚蓓、赵丽、刘娟 绥芬河广信资产评估事务所6人 毛

彦、郭弘涛、孙继宇、何付华、李健为、于仁波 黑龙江平安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人 郭彦霞、陈清丰、吴新春、张萍、刘



德森、常庆斌、张贵宏、雷玉才、姜丽飒 哈尔滨隆汇达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8人 李斌、朱新宇、林、李侠、韩美玲、赵荣

、单玉宏、杨慧仙 黑龙江省东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谭学

东、张春晖、冯丽伟、于翠芳、刘波、姚红、吕珏、王晶波 

黑龙江广名立信资产评估事务所12人 张凤玲、孟晓晶、杨玉

、刘艳华、佟以惠、陈松、李钊、杨纯玮、马雪松、石善女

、韩春 王金玲 黑龙江正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刘淑萍、牟

礼晶、郭建华、李福来、韩雪欣、高沈玲、单连新、崔洪波 

黑龙江亚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人 翟悦、李惠娟、马雁、张

晶、魏洪波、邹卫莉、边洋、施永亮、于春海、曹红丽 鹤岗

恒信资产评估事务所5人 黄国胜、徐三森、王玉峰、冯钢、

冯莉 黑龙江利瑾海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彭利瑾、林岩、

韩家荣、王大强、于晓菲、徐涛叶涛、刘鹏达 黑龙江众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张长战、张乙聪、刘培伟、纪杰、张伟

华、赵炜、张群、孙梅林 鸡西市中元资产评估事务所6人 安

然、李务玲、张静慧、王玉秋、葛文辉、王淑杰 大庆中庆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冯云虹、张连才、冷江龙、马志、戴俊

华、郑瑞霞、刘秀华、王月玲 哈尔滨公立资产评有限公司13

人 张福荣、那守林、李贵增、苗海鹰、谢治安、刘畅、战丽

丽、王海英、际满红、周俊义、陈雅光、于淑宝、王挺 哈尔

滨录盛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9人 项彬、赵翼、郑滨辉、

李琳、王秉利、高明光、张再文、马贵良、王辉 哈尔滨明天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9人 胡福盛、厉忠民、王常义、李武

、解慧英、王国义、朱同明、刘伟、唐金丽 依兰天达资产评

估事务所5人 庄秋捷、汤叶香、赵昊、李丽伟、王晓冬 鸡西

誉达资产评估事务所8人 苗向阳、曲国隆、高建峰、陈丽霞



、杨洁、李德信、刘鹏举、安巍 黑龙江华永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9人 高志伟、宋成雁、徐丽娜、李宏伟、孙慧英、王

晓煜、张少彦、张雯、李宏芳 双鸭山华程资产评估事务所5

人 李文成、辛全花、申丽红、王云福、张艳 齐齐哈尔信达资

产评估事务所4人 王郁、蒲欣红、夏志勇、曹延军 牡丹江华

夏资产评估事务所8人 张继增、王玮、唐衍河、张守江、李

洪军、柳和、王长林、董利军 黑龙江建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12人 刘忠明、杨庆财、杜慧民、吕春玲、孙翔、张彤、

姜述博、秦巍、段继强、孙国兴、吴悦华、宋微 黑龙江信博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孙继祥、孙威、刘艳华、毕显文、张

晓勇、闫宏、邵常利、王立红 黑龙江东宇振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8人 陈晓清、王彦龙、邹怀堂、云柏卿、李方文、黄晓

萍、王雅君、史晓云 哈尔滨中亚资产评估事务所4人 高仁富

、夏佩森、张大国、黄维兴 黑龙江广润源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9人 宋云鹏、魏立新、李立红、韩辉、云卉、刘东辉、张

华、张派、吕敬怡 黑龙江桓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人 王殳、

赵阔、刘茸茸、陈军、董福霞、李静娴、郝瑛、田秀英、徐

波 黑龙江融达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8人 谢淑清、贺晓维、

王金龙、汤玉刚、王炜娜、端木凤香、周春芳、陈建廷 黑龙

江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张毅国、王晓娜、黄胜华、张

春生、田艳、刘宏谊、韩晔、尹超 黑龙江中齐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12人 刘宇、周健美、刘畅、刘力、吴玉斌、叶青、董冉

、吴艳萍、谢亚敏、池生禄、尹红蕾、王丽爽 哈尔滨江滨资

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9人 高建平、王晓梅、王绍新、刘秀

娟、董梅、梁秀珍、张东梅、于钊、张欣 黑龙江盛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9人 于海英、王宪伟、王秀丽、赵乐、李红梅、



王龙英、王富铭、李闯、贾百成 哈尔滨志城资产评估事务

所8人 刘晓华、孙娜、于宝江、袁觉美、刘桂芝、赵洪江、

赵金荣、岳艳玲 黑龙江中兴龙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9人 白

迎封、袁桂芹、刘书亭、王哲人、赵晓林、张淑贤、王涛、

杨冬梅、周筠梅 黑龙江精益博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常虹

、袁巍、王谊晨、由广民、刘斌海、王月辉、宋丽平、黄琼 

黑龙江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人 伏清梅、刘淑华、姜天育

、孙福清、唐福峰、李志刚、王明珠、邵玺静、金雪秋 黑龙

江中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8人 张桂荣、蔡志新、赵卓

娅、赵海里、马铁双、闫继民、余春、徐红霞 黑龙江立信长

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人 邓振涛、梁国英、袁伟、宋坤、刘

颖、李越、李晓勇、边爱萍、左健敏 大庆中大资产评估事务

所6人 于秀辉、贾兴文、徐蕾、田春红、黄力辉、安静 黑龙

江宏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人 王志刚、屈云中、王德君、崔

英丽、董明云、魏伟、夏洪梅、杨涛 哈尔滨华通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大庆分公司5人 魏梦梅、余艳蕾、李朝霞、付学

芹、于丰泉 二、暂缓通过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名单 哈尔滨

龙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3人 徐红秋、刘瑜、刘新宇 哈尔滨华

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人 侯立柱、姜姗 哈尔滨力得尔资产评

估事务所1人 颜凡一、 牡丹江义合资产评估事务所1人 尹玲 

大庆元升资产评估事务所2人 丁贲、关英阁 黑龙江资丰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1人 栗增伟 黑龙江中亦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人 

张璐、罗玉强 黑龙江中和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人 王海涛 

黑龙江盛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人 李伯云 黑龙江平安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1人 宋冬梅 黑龙江新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人 李洪

涛 黑龙江立信长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人 游笑梅 协会代管39



人 孟凡生、凌云良、李真、朱英军、张茂华、张军忠、刘兵

、王强、黄德方、马为红、王北宁、曲培声、韩松波、迟秀

云、孔繁柯、倪燕、赵玉华、邵俭修、鲁涛、金万祥、吕海

波、周春玲、张雷、蔡伟、李庆美、王文忠、程红霞、张建

新、张金芳、车艳玲、刘颖、贾天彦、刘娟、毛永春、庞玉

兰、王慧敏、屈兴安、李海兵、李秀荣 三、未通过年检的注

册资产评估师名单 哈尔滨中亚资产评估事务所1人 陈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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