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价格鉴证师执业登记变更人员名单
（第一批）

共计：48人
序号 地区 姓名 变更前单位名称 变更后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1 河北省 李祎娜 迁安市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变 河北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13972
2 河北省 李文庆 迁安市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变 河北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1729
3 河北省 王  琼 迁安市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变 河北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13971
4 河北省 余道珍 迁安市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变 河北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0279
5 河北省 杨胜勇 内丘县价格认证中心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0012579
6 河北省 腰国运 临城县价格认证中心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0009613
7 内蒙古自治区 李  伟 内蒙古衡正通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万宝隆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12498
8 内蒙古自治区 马中山 通辽市光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融合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00191
9 内蒙古自治区 姜志明 通辽市光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融合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14015
10 内蒙古自治区 欧阳羽成 通辽市光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融合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14016
11 内蒙古自治区 李静超 通辽市正通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万宝隆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00186
12 黑龙江省 冯志红 黑龙江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市价格认证中心 0011918
13 江苏省 李  新 盐城大恒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盐城富昌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9880
14 江苏省 曹玉宝 南通长三角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启东市价格认定中心 0007668
15 江苏省 邓  华 盐城大恒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盐城富昌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13737
16 浙江省 叶卫东 昆山市价格认证中心 义乌市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8520
17 江西省 叶晓玲 南昌市广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上饶市广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3582
18 江西省 吴柏林 南昌市广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上饶市广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3611
19 山东省 任启利 诸城市义邦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山东义邦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12044
20 山东省 赵  芳 安丘国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潍坊国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9033
21 山东省 吕  莉 安丘国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潍坊国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7900
22 山东省 冯乐芳 昌邑市价格认证中心 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11667
23 山东省 张维 潍坊铭威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烟台易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9043
24 山东省 袁宗省 诸城市义邦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山东义邦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0002316
25 河南省 张喜亭 新郑市价格认证中心 郑州明丰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009427
26 河南省 陈淑红 新郑市价格认证中心 郑州明丰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009423
27 河南省 赵军营 新郑市价格认证中心 郑州明丰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009422
28 河南省 张留民 新郑市价格认证中心 郑州明丰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012752
29 河南省 杨惠莲 新郑市价格认证中心 郑州明丰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009424
30 河南省 杨玖阳 平顶山市顺鑫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晋鑫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0012437
31 河南省 苗开阔 鲁山县顺鑫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顺鑫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0013190
32 河南省 王建锋 鲁山县顺鑫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顺鑫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0012755
33 湖南省 罗平选 浏阳市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0010968
34 湖南省 肖春明 浏阳市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0008741
35 湖南省 张  超 浏阳市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0009656
36 湖南省 陈飞雁 浏阳市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南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0008740
37 湖南省 谭钢 岳阳公立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公立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012889
38 湖南省 刘娅 岳阳公立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公立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0013969
39 广东省 刘成海 深圳市华南价格鉴证财产评估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方华信财产评估有限公司 0004625
40 广东省 邝健威 深圳市华南价格鉴证财产评估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方华信财产评估有限公司 0013234
41 广西壮族自治区 康燕燕 广西南宁启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百色德公资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01036
42 广西壮族自治区 陈仕刚 中望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中望集团广西评估有限公司 0001050
4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张忠洋 中望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中望集团广西评估有限公司 0001115
44 广西壮族自治区 韦建名 广西平果县价格认证中心 百色德公资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01042
45 贵州省 刘建国 遵义市播州区价格认证中心 皓天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11067
46 陕西省 刘雄伟 皓天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正昊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0010788
47 青海省 李  剑 青海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青海华信评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0003477
48 青海省 张懿心 青海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青海华信评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000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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