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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准予刘丽欣等 159 名房地产估价师注销注册人员名单
（2022 年第一批）

序号 所在地 姓名 注册号 执业单位名称

1 河北 刘丽欣 1320050048 唐山兰德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 河北 范建华 1320050050 唐山永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 河北 张晓青 1320090046 邢台嘉艺天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 河北 彭功军 1320190162 张家口信德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 河北 李惠平 1320060034 河北金诚伟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 河北 陈利君 1320180082 河北金诚伟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 河北 魏晓妍 1320140117 河北兴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 河北 华 震 1320190093 三河市金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9 河北 刘永生 1220140006 唐山天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0 河北 张子健 1320210093 保定信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 河北 陶英杰 1320180080 张家口祥瑞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

12 河北 张利民 1320200154 河北恒信中兴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山西 孙 健 1420200047 山西同业房地产咨询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14 内蒙古 田小凤 1520180055 开鲁县嘉诚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5 内蒙古 喻 成 4220080029 内蒙古德丰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6 内蒙古 刘国利 1520200038 内蒙古天翼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17 辽宁 高 军 2119980029 朝阳天朔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8 辽宁 耿文舫 2120100011 建昌县金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9 辽宁 张九艳 2120140060 建昌县金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辽宁 张兴泉 2119970108 建昌县金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1 辽宁 闵莹莹 2120160012 辽宁博元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2 辽宁 张 岩 2120040106 辽宁天力渤海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3 辽宁 贾 彤 2120200111 辽宁星侨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4 辽宁 陶 勇 2120040040 辽宁中昊华房地产土地资产估价有限公司

25 辽宁 陈 伟 2120180068 辽宁日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6 吉林 赵玉成 2220000076 吉林省正旺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7 吉林 王咏梅 2220000014 吉林中兆新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8 吉林 陈冬梅 2220060080 吉林中兆新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9 吉林 赖桂玲 3520160034 吉林省吉韩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0 吉林 曹传新 2220050050 吉林省信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31 吉林 李春光 2220180023 吉林省洪军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2 吉林 林秀娟 2220000086 吉林省共建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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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吉林 李长平 2220040096 吉林中兆新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34 黑龙江 耿长龙 2320100054 黑龙江大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5 黑龙江 殷婉婷 2320190070 黑龙江华鹏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36 黑龙江 李东慧 2320150044 黑龙江省国信泰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37 黑龙江 王亚男 3719980103 安达市兴晟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8 黑龙江 王丽梅 2320150001 黑龙江景泽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9 浙江 高 冲 3320200186 温州市国正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40 浙江 李文静 3320200169 温州市国正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41 浙江 胡 俊 4319960082 浙江城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2 浙江 谢剑德 3319980142 浙江城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3 浙江 李 顺 3320150182 绍兴荣信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44 浙江 曾幸福 3420110060 泰顺县宏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45 浙江 孔祥银 3320090031 海宁市天平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46 浙江 高国锋 3320190002 海宁市天平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47 浙江 曾惠香 3320130002 海宁市天平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48 浙江 丰静媛 3320080055 海宁市天平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49 浙江 林敏坚 3319980067 海宁市天平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50 浙江 何世民 3320210225 温州百佳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51 浙江 祁 苏 2320190043 宁波市华弘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52 安徽 王中原 3420160005 江苏金宏业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宣城分公司

53 安徽 李玉贵 3420110011 芜湖市鑫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54 安徽 焦良存 3419970061 安徽宏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5 安徽 任勇毅 3420040090 安徽万达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56 安徽 郭永艳 3420190023 安徽昌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57 安徽 冯宏刚 3420150049 安徽开利元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8 安徽 吕政弟 3420090036 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

59 安徽 陆 静 3420080005 安徽公正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0 福建 刘文辉 3520170001 中衡安华（福建）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61 福建 宋 羽 3520120008 福建旺科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2 福建 陈 希 3520200090 福建兴益资产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63 福建 李冬梅 3520140089 厦门巨臣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64 江西 廖先泉 3620020021 赣州华昇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65 江西 黄家志 3620030039 赣州华昇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66 江西 刘 忠 3619980026 赣州华昇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67 江西 周 剑 3620170013 江西省金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8 江西 邹永军 3620110032 江西文山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9 江西 王小平 3620000011 江西文山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0 江西 王立新 3620020069 吉安鼎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71 江西 刘 莉 3620100020 江西永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49 —

72 山东 张 帆 3720200291 菏泽信源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73 山东 李 萍 3720180017 山东厚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4 山东 姚文生 3720060278 山东久丰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75 山东 代 佳 3720150180 山东上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6 山东 杨 路 3720150185 山东上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7 山东 付文哲 3720180183 临沂都强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8 山东 宋倩倩 3720200231 山东金庆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9 山东 于秀华 3720100121 山东方正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0 山东 孙桂艳 3720190122 山东元真荣祺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1 山东 杜鹏辉 4420160150 潍坊正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2 山东 刘 勇 3720150155 山东诚瑞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83 河南 杨欣铭 4120140111 河南佳元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4 河南 宁乐伟 4120180072 河南英信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5 河南 王 钧 4120140004 郑州东兴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86 河南 常庆峰 4120130009 河南东立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

87 河南 户丹丹 4120200203 河南佳元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8 河南 和艳丽 4120170001 河南佳元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9 河南 袁宇红 4120190223 河南中天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0 河南 张鑫芳 4120120045 沁阳市紫金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91 河南 崔景安 3720150184 驻马店佳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2 河南 韩清朋 1320120024 驻马店市驿惠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3 河南 王泽民 3720100151 河南创泓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4 河南 张玉静 4120170030 河南佳元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5 河南 杜建国 4120150125 河南恒之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6 河南 李晓静 4120180193 河南豫林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97 河南 李长坡 4120130025 河南远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8 河南 马露露 4120190118 河南开源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9 河南 陆其俊 4120100034 河南远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0 河南 冯 翰 3320190175 河南英信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1 河南 李永健 3320180217 洛阳市国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2 河南 孙科科 4120190073 河南房地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3 河南 娄慧轩 4120030009 河南鑫万佳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4 河南 王 宏 4120030061 平顶山市恒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05 湖北 宋 敏 4220070003 湖北置帮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6 湖北 朱洪蒋 4220150048 湖北置帮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7 湖北 白继军 4220000001 湖北置帮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8 湖北 刘元军 1220000004 潜江鸿昌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09 湖北 梁明伦 4119970032 公安县德诚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

110 湖北 黄善林 4220090008 武汉天马房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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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湖北 姚步松 1120050052 黄石市房天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12 湖北 代晨光 4219980135 襄阳诚作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3 湖北 夏正荣 3220030075 湖北天成同兴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114 湖南 吕致丹 4320160022 湖南明诚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15 湖南 肖 寒 4320060006 湖南经典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16 湖南 廖博文 4320100011 湖南友朋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17 湖南 梁柱波 4320200101 北京建亚恒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118 湖南 熊 浩 4320130026 湖南友谊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

119 湖南 于忠义 4320030028 湖南友谊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

120 广西 杨博专 4520160030 广西华荣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1 广西 黎家黔 4520050036 广西鑫正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22 广西 赵火第 4519970054 广西思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3 广西 杜玉美 4520120001 广西中之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4 广西 陆 军 4520060027 广西信达友邦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5 广西 杨改荣 4520180072 广西信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6 广西 刘玲芳 4520110034 广西康德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7 广西 崔 芳 4520150057 广西中胜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28 广西 明 军 4520040051 广西中胜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29 海南 朱槐文 4120160117 海南同邦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0 四川 唐兴兰 5120200022 四川力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31 四川 陈福勇 5120040588 四川力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32 四川 何 舟 5120060146 四川升隆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33 四川 潘 晖 2120080068 广汉市康达房地产测绘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134 四川 熊志勇 5120030029 绵阳市公量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35 四川 方万虎 3720170143 四川高正融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6 四川 仇琳玲 5119970108 四川华雄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7 四川 高 琼 3520150046 成都国众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8 四川 刘加贵 5120050114 四川盈信天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9 四川 付堂军 5120070121 四川尊海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0 四川 李徐进 5120160068 四川尊海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1 四川 王 晶 5020020063 重庆金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42 四川 杨大军 5119970107 四川华雄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3 四川 钟石头 5120140128 四川高正融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4 四川 沈刚强 5120100045 四川良建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5 四川 张书燕 1320100003 四川利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6 四川 杨丽萍 5120020139 江油多金河房产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47 贵州 黄 莹 5220170019 黔南州恒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8 贵州 刘 慧 5220120002 贵州众鑫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9 云南 李健雯 5320160063 云南精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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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云南 王文平 3219980020 云南瑞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51 云南 贺霜虹 5320120056 云南海天启航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52 云南 徐章明 5320180080 云南红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53 云南 龙宪忠 5320160011 红河天成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54 西藏 刘 玉 3220070186 西藏致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55 陕西 张明新 1120100007 陕西立轩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56 陕西 黄英伟 6120180006 陕西秦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57 甘肃 汪文岳 6220060010 兰州安翔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58 甘肃 赵 凯 6220000009 庆阳新博文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59 宁夏 孙 倩 6420190011 江苏中正同仁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