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6 —

附件 2

准予庞海侠等 149 名房地产估价师注销注册人员名单

（2021 年第五批）

序号 所在地 姓名 注册号 执业单位名称

1 河北 庞海侠 1320080008 承德乾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 河北 李宪平 1320160105 承德乾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 河北 佟 玲 1120020074 河北达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 河北 李胜男 1320170069 河北君泰达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 河北 张 帅 1320180030 河北正润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 河北 王 岩 1120050160 河北正润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 河北 彭振清 1320150022 唐山德盛房地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 河北 史玉姣 1320190083 唐山德盛房地产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 河北 宫 明 1119960063 唐山恒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0 河北 乔 梁 1320090007 香河县正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 河北 王瑞祥 1319970063 香河县正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 河北 王明春 3720120134 河北致远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河北 唐腾骅 1120110028 保定市中盛信达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4 河北 周坤生 1320070018 沧州市沧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5 河北 杨桂林 1320080094 沧州市沧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6 河北 褚国富 1320020025 沧州中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7 河北 沈军各 1320160089 河北国信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8 河北 邓成义 1319960067 河北君泰达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9 河北 葛 均 1320020022 河北君泰达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0 河北 陶恒娟 1120140040 河北神舟惠泽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21 河北 张玉华 1319970082 河北星宇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2 河北 卫 丽 1320190010 河北星宇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3 河北 李拥军 1320180013 河北银之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4 山西 李俏毅 1420200063 信鼎誉合（山西）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5 山西 李源宏 1420070050 山西国元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6 山西 王岩萍 1420110031 山西金大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7 内蒙古 赵学栋 1520130016 满洲里业兴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

28 内蒙古 孙 毅 1520100009 满洲里业兴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

29 内蒙古 吕艳苹 1520150013 内蒙古科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30 内蒙古 安 静 1520190058 内蒙古永丰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1 内蒙古 黄立新 1520140035 通辽市广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2 内蒙古 高 燕 1520060019 鄂尔多斯市益园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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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蒙古 李 彬 1220070031 满洲里业兴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

34 辽宁 迟芳芳 2320070024 黑山县城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5 辽宁 葛 朋 2120090063 营口正信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36 辽宁 吴学金 2120040041 辽宁安永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37 吉林 郑丽娟 2220000030 吉林省益友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8 吉林 张 磊 2220180030 吉林市百益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9 吉林 高丽坤 2220070070 长春健圆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40 吉林 高广伟 2220050029 长春健圆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41 吉林 孙文彪 2219980006 吉林省华宇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42 吉林 夏玉生 2220040139 吉林省正旺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43 吉林 刘彦文 2219970103 吉林中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44 吉林 王胜斌 2219960005 长春银达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45 吉林 白 鸽 2220110070 吉林省建兴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6 黑龙江 赵涧漪 2319970047 黑龙江鼎鑫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47 黑龙江 史鑫一 2320150028 黑龙江中顺德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48 黑龙江 任世平 3320180211 黑龙江隆凯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49 黑龙江 徐 茂 3720090065 黑龙江宝鹏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50 黑龙江 郭永顺 2320080007
黑龙江省国信泰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

司

51 黑龙江 王 挺 2320050020 黑龙江中顺德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52 黑龙江 张静慧 2320170064 鸡西市新世纪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53 黑龙江 马小淑 5320140066 黑龙江东润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54 黑龙江 李美峰 2320120042 黑龙江嘉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55 黑龙江 陈 玮 2320200010 黑龙江嘉通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6 黑龙江 万道印 2320060062 黑龙江隆凯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57 黑龙江 王翰霖 2320000021 黑龙江平安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58 浙江 杨继森 3319980154 绍兴汇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59 浙江 葛为皋 3319980155 绍兴汇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0 浙江 董 丽 3620140037 象山精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61 浙江 朱伟红 3320170105 嘉兴恒益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2 浙江 单尧英 3320040279 衢州梵博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合伙）

63 浙江 顾拥权 3320190075 嘉兴捷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64 浙江 周忠友 3320160174
江苏天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湖州

分公司

65 浙江 谢文阳 3320170053 温州一川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6 浙江 郑力源 3320160042 丽水方证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7 浙江 张爱芬 3320040300 仙居县立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8 安徽 严龙浩 3420170061 安徽中信智力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69 安徽 王 恒 3420000094 安徽开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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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安徽 张 军 5120150106 博文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阜阳分公司

71 安徽 赵媛媛 3420110035 安徽国华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72 安徽 王娟娟 3420090038 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

73 安徽 卢新华 3220080006 安徽中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74 福建 罗晓燕 3720140200 泉州和益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75 福建 马清明 3220130025 福建旺科资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6 福建 张全祥 1120040007 泉州中联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7 福建 郝 利 3520140119 泉州永信房地产评估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78 江西 路和平 2120060143 江西省力仁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79 江西 王 磊 3619970134 江西正信土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80 江西 刘明钰 3619980009 江西正信土地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81 江西 王永斌 3620200086 九江市金三翔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82 江西 裴见存 4320030022 江西中勤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83 江西 易 欢 3620170054 江西中勤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84 江西 李广超 3620200002 吉安吉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5 江西 胡欢欢 3620080034 江西森博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

86 江西 肖伟刚 3220040184 江西万恒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7 山东 马灿亮 3720160113 山东中盛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88 山东 杨 勇 3720140221 山东德和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89 山东 于洪源 3720020147 烟台市东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0 山东 于 永 3720150258 烟台市东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1 山东 谷淑桥 3720160241 东营智恒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2 山东 丛洪佳 1120130087 山东健达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3 河南 刘朝伟 4420150253 河南公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4 河南 张海银 3320170093 河南大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5 河南 马 韬 3320180030 河南金菊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96 河南 李文军 4120180090 河南瑞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7 河南 徐 宏 4120200189 南阳市天平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8 河南 李永庆 4120180117 河南中财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99 河南 汪福军 5020110025 信阳市同济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100 河南 王 志 4119970023 河南首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

101 河南 樊 璐 4120110024 河南丰源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2 河南 吕金茹 4120130086 河南恒之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3 河南 陈层层 4120200279 河南鑫辉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04 河南 谢成强 4119980092 河南岳华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105 河南 朱晓刚 4120080080 河南中建兴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06 河南 厉 军 4120180175 南阳盛世鑫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07 湖北 王美彬 3319960062 武汉国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8 湖北 张燕利 4119960018 公安县德诚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



— 69 —

109 湖北 刘利华 4220060054 湖北远达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110 湖北 胡 玮 4220000008 永业行（湖北）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11 湖北 童梅芳 4220140035 湖北正量行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112 湖南 彭长标 4320050003 湖南慧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3 湖南 吴君丽 4120130064 吉首信诚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14 广西 许朝实 4520150055 广西方中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115 广西 蒋新春 4520180063 广西天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6 广西 徐治年 4520040010 广西天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7 广西 黄 欢 4520170048 广西正德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8 广西 杨金科 4519960023 广西品盟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9 广西 杨 阳 4520080001 广西品盟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0 广西 聂宪程 4520070042 广西品盟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1 广西 黄 飒 4519970048 广西速达房地产评估所（有限合伙）

122 广西 林碧珍 4520140037 广西信达友邦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3 广西 韦劲芸 4520040108 广西广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4 广西 罗江波 4519970067 广西泓昌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25 四川 曲 虹 5119980011 四川维益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26 四川 江源园 5120150131 四川信合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27 四川 周晓黎 5120030020 四川义正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28 四川 秦俊彦 5019970042 四川中天创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29 四川 莫 莹 1120100041
北京世诚嘉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四川

分公司

130 四川 王 乾 4120030019 四川德祥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1 四川 曾益军 5120190159 四川隆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2 四川 宋艳艳 5120120075 四川高正融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3 四川 王 勇 5119980059 四川中誉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4 贵州 黄常运 3420180063 贵州腾虹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35 贵州 李 刚 5220060003 贵州正行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6 云南 朱 焱 5320180023 云南鼎立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37 云南 吴存柱 5320180057 云南鼎益房地产土地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138 云南 刘兴才 3620030007 普洱正旭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9 云南 纳树成 5320080052 昆明众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0 云南 陈 涛 5320100041 云南瑞合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41 云南 李先林 5020100051 云南瑞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42 云南 袁应龙 5320120021 曲靖金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43 云南 李永波 5320060003 曲靖金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44 陕西 赵 冉 6120200103 陕西金建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5 陕西 王艳丽 6120100007 陕西中元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46 青海 贾思威 6320210009 青海博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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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新疆 张丽静 6520070008 新疆国信志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48 新疆 徐 毅 6520050034 新疆国信志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49 新疆 李 曼 6520210045 新疆中创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