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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准予杨力哲等 134 名房地产估价师注销注册人员名单
（2022 年第二批）

序号 所在地 姓名 注册号 执业单位名称

1 河北 杨力哲 3320110153 河北翰达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 河北 武继尊 1320060019 廊坊市博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 河北 赵媛媛 1320160069 廊坊市博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 河北 刘书娟 1220100007 廊坊市天正房地产估价服务有限公司

5 河北 陈 冉 1320160111 河北华丰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6 河北 侯孟霏 1320140050 承德永峰博文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 河北 王 琼 3220150387 河北星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 河北 夏 洁 1320050053 河北永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 河北 吴建军 1320030055 河北华丰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10 河北 李 志 1320110056 河北联佳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 河北 刘晶晔 2220030050 邯郸市旺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 河北 王 芬 1120030015 承德永峰博文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河北 邵永坡 1320140137 秦皇岛星日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 河北 蔡永清 1320090044 秦皇岛星日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5 河北 孟宪林 1320140051 承德永峰博文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6 河北 耿翠芝 1320190060 河北华丰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17 河北 张延彬 1320160057 河北华丰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18 河北 张金艳 1320190166 河北宏大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9 山西 王建华 1419970044 运城市裕达房地产经纪评估有限公司

20 山西 吴晓涛 5220170006 山西禾谱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1 山西 张润明 1420030010 山西康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2 山西 刘 攀 3220110026 山西盛恒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3 内蒙古 吴辽宁 3420090058 通辽市鑫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4 内蒙古 张爱芳 1520030088 内蒙古泓源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5 内蒙古 闫明达 1520170004 呼伦贝尔鸿实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6 辽宁 韩立国 2120130011 辽宁兴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7 辽宁 佟 丽 2120060118 辽宁泰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28 辽宁 曹丽梅 2120080002 辽宁艺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9 辽宁 许振国 2120140014 辽宁大功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0 辽宁 王晓松 2120060161 辽宁大功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1 吉林 黄元萍 2220060058 抚松县通达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2 吉林 高婉丽 2220130006 吉林兴辽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33 吉林 王大铎 2120020033 吉林嘉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34 吉林 李 巍 2219980011 吉林远大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35 吉林 张大伟 2220170044 白山市开元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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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黑龙江 张 磊 2320150033 黑龙江省领先者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7 黑龙江 杜 蘅 4219980152 黑龙江洪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8 黑龙江 向 曼 3420200064 黑龙江隆凯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9 黑龙江 王辰光 2320120023 哈尔滨市华滨房地产土地咨询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40 黑龙江 王忠峰 2320140083 黑龙江鲲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41 黑龙江 安 瑛 5220120024 安达市兴晟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2 黑龙江 李广杰 2320110079 黑龙江兴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43 浙江 罗玉泉 3320180005 台州市德衡房地产资产估价事务所（普通合伙）

44 浙江 李成宾 3320110063 浙江中联耀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45 浙江 陈秀娟 3320210180 金华同汇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6 浙江 张文欣 3319980089 杭州信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7 浙江 马志坚 3319960013 杭州信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8 浙江 林炯克 3320190005 温州弘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9 安徽 王 君 3420130028 安徽大众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有限公司

50 安徽 钱世水 3420150074 安徽天恒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51 安徽 何成奎 3720120057 安徽开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2 安徽 施璐璐 3420200017 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3 安徽 李文钧 3220030296 安徽中恒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4 安徽 周 艳 3420080027
江苏天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淮北分公司

55 福建 杨金城 3519970102 漳州汇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6 福建 胡 燕 5120170070 福建云评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57 福建 赵 伟 3520150004 泉州市恒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58 福建 李 斐 4119960058 新野县房兴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59 福建 陈紫娟 3520150029 厦门均和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60 福建 王基扬 3520160091 福建明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1 福建 卢冬菊 3520030045 正衡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福建）有限公司

62 江西 殷欣茹 5020150015 江西力信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63 江西 韩向前 3620040141 江西省金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4 江西 刘瑞祥 3620180001 新干县诚信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65 江西 张福林 3520070054 江西远东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66 江西 郭桂珍 3620000038 江西居易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67 江西 马伟彬 3720100104 江西世联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8 江西 张丽丽 3620160046 九江市科艺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69 江西 吴金根 3620060018 江西瑞华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0 江西 段玉霞 2220180043 江西隆鑫房地产评估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71 江西 丁 健 3620060016 江西诚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72 江西 胡初枝 3620160025 鄱阳县鑫信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73 江西 黄 冰 3620030087 九江市金三翔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74 江西 段 军 3620040088 九江市金三翔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75 山东 马晓伟 3720170231 山东富润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6 山东 张凤奇 3720070013 山东博莱仕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7 山东 于立红 3720030023 日照市信诺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 63 —

78 山东 耿 侠 3720090060 山东天诺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9 山东 李 毅 3720080091 青岛中天兴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0 山东 田启艳 3720210049 青岛衡元德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1 山东 郑乐忠 3720070007 山东圣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2 河南 陈 萍 4120030026 河南精良房地产评估所（普通合伙）

83 河南 袁玉石 4120100019 周口市正开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4 河南 郭大刚 4120040016 郑州东兴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85 河南 倪二光 4120160004 河南省隆兴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6 河南 李 强 4120200298 河南首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

87 河南 赵 伟 4120210123 河南利安达信隆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88 河南 马 丹 4120200106 河南坤达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9 湖北 陈 燕 4220050003 湖北玖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90 湖北 丁瑛韬 4220030116 武汉国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1 湖北 姜 毅 3720140123 湖北博鑫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2 湖北 程 梅 4219980002 武汉荣盛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93 云南 李绍芹 5320120035 丽江朝阳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94 湖南 姜 超 1120180083 湖南长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95 广西 奉小虎 4520070006 广西金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6 广西 苏元冠 4520000030 广西慧昇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7 广西 石君挥 4519970058 广西衡泰房地产不动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8 广西 刘 东 5120140101
江苏中正同仁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广西分公司

99 广西 韦玲玲 4520190037 广西科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0 广西 孟阳春 4520200017 广西桂科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01 广西 李华敏 4520040079 广西金利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02 广西 陶晓涛 4520040095 广西科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3 广西 曾景灼 4520040090 广西科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4 广西 杨呈威 4520150023 广西科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5 广西 肖慧敏 4520000069 广西开宗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6 广西 赵文博 4520040036 广西宏栎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7 广西 刘旭宗 4520050007 广西荣联普泰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08 海南 梁明科 4420040305 海南华路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9 四川 曾 辉 5120130042
宝业恒（北京）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110 四川 周太孟 5120000149 四川天润四通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11 四川 李长春 5120040191 四川天润四通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12 四川 邓 军 5120080047 四川衡玖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113 四川 林彩晓 3320160140 四川正磊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14 四川 杨建辉 5120170052 正步联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5 四川 郑婷婷 5120000096 四川瑞来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6 四川 甘轶华 5120040105 四川瑞来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7 四川 冯 剑 1120030142 正步联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8 四川 毛家安 5120110085 四川华雄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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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贵州 柏 壮 3720180025
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

120 贵州 卫晓栋 3120080047 贵阳毅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1 贵州 张中帅 4120180199 贵州衍立心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2 贵州 朱伟那 5220160054 贵州万品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3 贵州 陈 华 5119970017 贵州金正房地产资产评估事务所

124 贵州 范玲玲 5220190066 贵州晟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5 贵州 唐小兰 5220210047 贵州捷泰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126 云南 苏祖建 5320110017 云南滨点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7 云南 龙骥华 5320080040 大理鹏程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28 陕西 魏小群 6120200123 陕西大华永正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29 陕西 葛立峰 6120180004 西安通益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30 陕西 曾 楠 6120200006 陕西旭隆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1 青海 朱红庆 3720110002 青海中信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32 新疆 张洪霄 6520200013 新疆中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33 新疆 沙文军 6519970038 新疆精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事务所

134 新疆 文书云 6520170007 新疆正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