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9 —

附件 2

准予马卫东等 148名房地产估价师注销注册人员名单

（2022 年第三批）

序号 所在地 姓名 注册号 执业单位名称

1 河北 马卫东 1319970089 唐山弘安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 河北 孙 娜 1320080001 保定恒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3 河北 刘洋滨 2120030048 河北崟龙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4 河北 贾万琴 1320200162 张家口兴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5 河北 路 勇 3720080061 河北金盛德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6 河北 李秀丽 3720190011 河北金盛德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7 河北 郝艳敏 1320210181 河北金盛德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8 河北 董 梅 1320110074 河北华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 河北 高然然 1320120072 河北华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 河北 孔令章 1320130101 邢台市诚信德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1 河北 张长洁 1320090002 沧州市宝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2 河北 陈卫国 3220050144 河北瑞致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河北 吴会春 1320100072 沧州市宝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 河北 王晓莉 1320180131 唐山金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5 河北 田 艳 1320080078 沧州市宝宇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6 河北 赵 丹 1320160024 河北永拓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7 河北 刘文辉 4420160022 河北博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8 山西 李明德 1420180009 朔州市弘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9 山西 李曙东 1420130014 忻州诚信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20 山西 李太学 1420100019 山西丰汇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21 内蒙古 肖 飞 1520040037 内蒙古洪瑞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22 内蒙古 张 猛 1520170013 内蒙古飞驰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23 内蒙古 韩 军 1519960012 内蒙古新广厦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4 辽宁 岂明远 2120210101 喀左信达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25 辽宁 李国卿 2120200018 辽宁建兴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6 辽宁 祝 梅 2120210147 辽宁金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7 辽宁 赵炎峰 4119980101 辽宁日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8 吉林 陈明新 2220040117 抚松县通达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9 吉林 李俊永 2220120017 吉林嘉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0 吉林 孙彦华 2220030051 抚松县通达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1 吉林 郝艳红 2220040116 抚松县通达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2 黑龙江 刘昕霞 2319980016 黑龙江隆凯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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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黑龙江 王东方 2320170057 黑龙江天健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4 黑龙江 陈文慧 2320190045 黑龙江天策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35 黑龙江 亓立民 2320130076 黑龙江华鹏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36 黑龙江 徐金哲 2320200064 黑龙江信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37 黑龙江 牛学超 1320140048 青冈青望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8 浙江 蒋小平 3320100052 杭州华正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39 浙江 石巍巍 4320040133 博文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磐安分公司

40 浙江 张炳信 3320150002 杭州誉和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41 浙江 孔荟荟 3320110091 台州市银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2 浙江 李 良 2320120022 浙江城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3 浙江 黄锦常 4420040219 浙江城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4 浙江 阚 秋 6520030032 浙江城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5 浙江 曾 晖 4419960103 浙江城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6 浙江 陈小辉 3320150099 温州弘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47 浙江 孔宏伟 3319970026 杭州信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8 安徽 尚成柱 3220120070 康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49 安徽 徐峻洁 3220180241 云联世千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50 安徽 刘 英 3419970142 安徽同鑫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1 安徽 李承斌 4219970154 安徽金桥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52 安徽 郑智文 3720160251 安徽正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53 安徽 刘新华 3420160086 安徽家仁房地产评估测绘造价有限公司

54 安徽 张声明 3420210082 安徽开利元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5 安徽 李 芳 3420080045 安徽同鑫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6 安徽 胡晟晏 3420070046 安徽城致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57 安徽 刘富华 3420180032 灵璧县恒泰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58 安徽 龚俊林 3420150017 安徽诚达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59 安徽 张 伟 3220090029 滁州市时代房地产评估经纪咨询有限公司

60 福建 苏文炳 3520040032 泉州中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1 福建 景宝和 3520110054 福州名实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62 福建 刘兴春 5120190173 福建云评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3 福建 霍瑞林 1520040052 赤峰维实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64 福建 裘雅琴 3520160038 龙岩华泰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65 福建 游锦华 3520020024 福建建科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66 福建 姜 锋 3520200156 光明房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67 江西 卢致玮 3620050029 江西省金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8 江西 徐 晖 3620050053 上饶市永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69 江西 万建建 3619960025 江西永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70 山东 秦倩倩 3720150123 山东浩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71 山东 高永强 3720090099 山东大普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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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山东 贾会贞 3720040073 山东正诚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济宁分公司

73 山东 顾 萌 3720160050 淄博方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4 山东 丁 一 3720160252 山东博莱仕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5 山东 戴 虹 3720080072 山东国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6 山东 熊瑞芹 3720110125 山东新永基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77 山东 张 峰 3720040017 舜翔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山东）有限公司

78 山东 韩寿云 3720090048 山东信和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9 山东 孟云玲 3720180004 山东方正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80 山东 李怀珍 3720150029 菏泽市弘正房地产评估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81 山东 谭 磊 3719980012 淄博金正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82 山东 张 颖 3720030018 山东正诚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83 山东 邢旭东 3719980034 山东正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菏泽鑫海分公司

84 河南 柴 荣 3720170111 河南兆华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85 河南 于国安 4120000034 河南开源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

86 河南 肖留格 4120210002 河南同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7 河南 胜慧丽 4120080093 安阳市金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88 河南 王东红 1420090017 开封鑫源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89 河南 李志伟 1320100054 河南科达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90 河南 李团营 4120110013 偃师市兴房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普通合伙）

91 河南 郭书辉 4120210075 安阳市金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92 河南 杨志斌 4119970010 安阳市金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93 河南 韩德锐 4119970012 安阳市金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94 河南 袁春鹏 4120170014 偃师市兴房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普通合伙）

95 河南 马建忠 4120080094 安阳市金鼎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96 河南 刘加芬 3220070155 河南璞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7 河南 周 庆 4120210177 河南天润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98 河南 王丽娜 2220140063 河南正昊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99 湖北 包德荣 4220100015 襄阳诚作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00 湖北 胡静芬 4220040071 武汉市弘发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01 湖北 徐 朝 4220060123 湖北天一房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02 湖北 周 晶 3620000046 十堰德高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03 湖北 彭文韬 4220080049 武汉市弘发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04 湖北 王 玲 4220190135 湖北楚虹亚勤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05 湖北 佘 娟 4220080012 湖北正鑫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

106 湖北 敖英蕾 4220060069 湖北九洲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107 湖北 龚 玮 4220110062 湖北博鑫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8 湖北 郑 瑄 4220080045 湖北诚达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09 湖北 陈 红 3320110127
江苏大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襄阳分公司

110 广西 阮数奇 4520030098 广西同诚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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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广西 王孜奋 4520120020 广西祥浩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2 广西 李进莲 4520200031 广西祥浩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3 广西 咸佳宏 4520190046 广西祥浩资产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4 广西 覃开源 4520150044 广西合生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15 广西 张海峰 2320110035 广西科源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6 广西 段志国 1320140114 广西德迈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7 海南 苏卓寿 4619980007 海南宏合源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18 海南 卢燕敏 4620190027 海南中力信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119 四川 朱俊龙 2220190038 四川嘉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120 四川 刘俊林 5119980031 内江市德胜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121 四川 赵 霞 5120200004 四川多邦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122 四川 苏文静 4420040241 四川宏东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3 四川 刘永贵 5120120006 四川省久源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124 四川 周 野 5120020221 四川正德财元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5 四川 郑 婷 5120040429 四川铭昊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26 四川 陈洪果 5120080038 四川吉祥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7 四川 张 华 5120140014 泸州长兴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128 四川 胡志蓉 5120070063 成都金彭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29 四川 胡丽群 5120040416 四川准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0 贵州 何 捷 5220030012 贵州旭东致和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1 贵州 熊晓莲 5220000029 贵州金恒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32 贵州 龙 勇 5220160057 贵州金正房地产资产评估事务所

133 贵州 虞芒剑 3220020285 贵州拓创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4 贵州 徐 捷 5020040015 贵阳天信房地产资产评估事务所

135 贵州 杨国恒 5220110035 贵州衍立心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6 云南 陈文云 5320200010 云南旭坤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7 云南 林友孝 4420040175 云南决策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38 陕西 赵彩云 6120120014 陕西珑淏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39 陕西 荆 丹 6120200008 陕西四海大德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0 陕西 陈智婷 6120210062 西安志远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141 甘肃 陈东红 6220090013 甘肃金诚信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142 新疆 李小芬 6520120008 新疆中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43 新疆 蒋伊佳 6520020018 新疆宝中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44 新疆 黄 盖 6520170012 新疆尚誉资产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145 新疆 张 兰 6620020011 新疆中鼎盛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46 新疆 魏小煜 6520000013 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47 新疆 杨冬梅 6519970023 新疆德旺房地产估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148 新疆 李建文 6520070037 新疆盛世联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