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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姓名 变更前单位名称 变更事项 证书编号

1 河北省 王莹 承德市明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030015

2 河北省 陈洋 承德市明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030016

3 河北省 王阔 承德市明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030017

4 河北省 李伟国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30032

5 河北省 聂书海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30033

6 河北省 刘文科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30034

7 河北省 张中岐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30035

8 河北省 何荣庄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30036

9 河北省 王振亮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30037

10 山西省 程彦峰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已注销 040026

11 山西省 郝小平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已注销 040027

12 山西省 郝艳平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已注销 04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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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山西省 李凌云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已注销 040029

14 山西省 毛兵旭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已注销 040030

15 山西省 任贵芝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已注销 040031

16 山西省 王鹏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已注销 040032

17 辽宁省 张秀云
辽宁省惠衡环境损害鉴定评估

有限公司
已注销 060001

18 黑龙江省 韩志涛
大庆市博众价格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已注销 080017

19 黑龙江省 于仁波
大庆市博众价格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已注销 080018

20 黑龙江省 郑胜庆
大庆市博众价格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已注销 080019

21 黑龙江省 郑秀华
大庆市博众价格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
已注销 080020

22 黑龙江省 郑春秋
黑龙江省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80054

23 黑龙江省 崔冬
黑龙江省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80055

24 黑龙江省 王哲
黑龙江省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80056

25 黑龙江省 辛明远
黑龙江省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80057

26 黑龙江省 郝玲
黑龙江省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80058

27 黑龙江省 王飞
黑龙江省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

司
已注销 080059



28 江苏省 胡国柱 淮安东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00087

29 江苏省 吴博 淮安东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00088

30 江苏省 周鹏坤 淮安东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00089

31 江苏省 刘红星 淮安扬帆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00084

32 江苏省 吴同富 淮安扬帆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00085

33 江苏省 唐霏 淮安扬帆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00086

34 浙江省 罗明君 浙江海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10056

35 浙江省 曾杭 浙江海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10057

36 浙江省 周卫 浙江海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10058

37 浙江省 罗艳萍 浙江海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10059

38 浙江省 严婧 浙江海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10060

39 浙江省 王沉平 浙江海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10061

40 山东省 贾廷军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27

41 山东省 王进爱
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

司
已注销 150032

42 山东省 刘政
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

司
已注销 150033



43 山东省 梅峻岭
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

司
已注销 150034

44 山东省 梅峻峰
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

司
已注销 150035

45 山东省 聂法森
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

司
已注销 150036

46 山东省 主力
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

司
已注销 150037

47 山东省 王高磊 潍坊国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038

48 山东省 赵霞 潍坊国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039

49 山东省 崔晓燕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28

50 山东省 李健荣 潍坊鑫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29

51 山东省 张艳山 潍坊鑫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0

52 山东省 邵黎明 潍坊鑫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1

53 山东省 赵佳 潍坊鑫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2

54 山东省 李炳学 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3

55 山东省 尚继富 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4

56 山东省 任何坡 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5

57 山东省 张庆兵 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6



58 山东省 刘顺香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7

59 山东省 王丽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8

60 山东省 李恩海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39

61 山东省 颜秉峰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40

62 山东省 徐桂英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41

63 山东省 王鹏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42

64 山东省 梁国彬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43

65 山东省 张峰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44

66 山东省 肖鑫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45

67 山东省 常峰 济南万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已注销 150146

68 山东省 李伟
山东泰安华信价格事务所有限

公司
已注销 150071

69 山东省 刘金鹏
山东泰安华信价格事务所有限

公司
已注销 150072

70 山东省 张波
山东泰安华信价格事务所有限

公司
已注销 150073

71 山东省 张泽龙
山东泰安华信价格事务所有限

公司
已注销 150074

72 四川省 余文民
西昌市信达机动车鉴定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已注销 230009



73 四川省 张麒
西昌市信达机动车鉴定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已注销 230010

74 四川省 张扬
西昌市信达机动车鉴定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已注销 230011

75 四川省 张文博
西昌市信达机动车鉴定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
已注销 230012

76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沙文军

新疆信佳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18

77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雷宗林

新疆信佳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19

78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顾青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24

79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锁斌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25

80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齐学良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26

81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袁泰峰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27

82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张锦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28

83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叶尔布拉提.
叶尔杰甫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30

84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张峰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
司

已注销 3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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