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资产评估协会 
 

赣评协〔2022〕13 号 

 
 

江西省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公布 2022 年资产
评估师年检合格名单的通知 

 
全省各资产评估机构： 

根据《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办法（试行）》（中

评协[2016]4 号）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执业会员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评协[2016]5 号)的有关要求，

我会对全省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师和协会代管人员进

行了 2022 年度的年检。全省共计 689 名资产评估师年检合

格，其中：协会代管后转入新机构 13 人。现将年检合格人

员公布如下： 

1、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3 人） 

梅竹  张玲玲  刘俐骅 

2、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 

（6 人） 

袁运强  李涛  张小玲  毛庆祥  章艳玲 徐建中 

3、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景德镇分所  

（2 人） 



朱虎平 鲁卫龙 

4、江西百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吕源    李松梅  肖剑萍  陈枫  李小华  邹小安 

龚家敏  周丽芬 

5、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9 人） 

刘素琴  罗小根  吴承广  万锋  李磊  刘雨   

张自英  薛练武  胡利军 

6、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分公司（11 人） 

  陈峰  胡梅根  邓波   钟金秀  王荷花  张洲  徐凯知 

邓朗  徐庆    蔡爱明  程仕良 

7、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6 人） 

杨风顺  雷燕  应小玲  邹建军  余勇义  胡梦婷   

8、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2 人） 

沈丽萍  彭玲 

9、江西省宏华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8 人） 

刘跃灿  卢安石  涂国华  蔡建华  蒋香倪  胡绍云   

周梨生  刘涌伟 

10、江西方维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7 人） 

 胡晶瑜  王险峰  兰瑛  熊运祜  朱志勇  朱俊娟  李冰清 

11、赣州华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7 人） 

黄必芳  宋发龙  李春花  朱花  曾伟  刘娟   周宜荣 

12、江西平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 人） 



刘德霞  王明锋  邬卉  席兰英  赖学华  管根火  

郑沛芳  肖丽丽  陈国强 

13、江西华夏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10 人） 

郭卫华  乔胜青  刘红花  颜明  刘美云  刘九根   

刘红玉  王香英   裘慧芳  王宝杰 

14、江西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 人） 

何雨村  王联珠  刘雪华  查代杰  吴德泉  周星 

张丽丽  申茂林  张淑芬 

15、江西中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1 人） 

刘洋  李国平  冯丽娟  蔡久团  万昌华  赖华林 

汪鹏  孙佳    唐小兰  周达  余心阳 

16、江西中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5 人） 

蒋阳艳  汪渝桃  刘宗桃  吕金保  杨建成  蔡素华 

贺敏    吴金根  张瑞芬  郭志辉  张婷    谢琴 

周雪剑  吴绍英  严达容 

17、江西江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 人） 

程亚平 周彦文 全秀娟 刘荣萍 龚腊梅 余和平  夏平根 

冯丹  张莉 

18、江西中山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11 人） 

齐义群  吴珊  万荣华 廖小建  陈红艳  何安云 李莉 

郭世钊  樊庆九  张国刚  刘雅俊 

19、江西惠普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9 人） 



徐炳印  殷东新  夏斌  杨富荣  吴丹  张振霖 曹树贤 

简红红  陈宁波 

20、上饶市华信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7 人） 

杨元辉  邵子成  吴昌平  潘秀月 程名土 张恭忠 甘传林 

21、江西赣能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9 人） 

诸海艳  叶红亮  郭文珺  孙芳 黄琳  涂韶军  尚龙海 

雷吉强  王立斐 

22、江西渊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6 人） 

漆海燕  褚鸣  杨洪  徐保康  张敏  刘永红 

23、江西东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郭亮  肖勇  胡春鸣  邓科秋  肖燕  邱优群  陈士敏 

赖超云 

24、赣州正源资产评估事务所（3 人） 

钟生辉  龚靖  杨立升 

25、江西鹰潭同信资产评估事务所（5 人） 

林绍光  彭普结 孙仁样 艾银开 张智军 

26、江西人和大华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11 人） 

李俊平 杨强 朱冰 张敏 金冰树  张少云  江良  胡峰 

傅雨虹 王敏华  李银慧 

27、抚州安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赵勇  姚永忠  张平  潘成高  徐华  何方卿  华振兴 

杨骥 



28、吉安鑫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7 人） 

周素平  邹帆  毛祖东  邓乔  肖晓伟 冯泽民  郑玉梅 

29、赣州金信资产评估事务所（3 人） 

黄金理  戚福明  巫远平 

30、江西翔鹰兴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程唯晶  汤明田  万钢强  朱俊勇  梁绍荣  杨和茂 

蒋毅  苏伙龙 

31、南昌中源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10 人） 

梅小平  王焰峰  曾永辉  黄少华  刘丽  林江 

王蓉  刘虎  黄官旺  黄晓景 

32、赣州君和资产评估事务所（2 人） 龙潇  曾清龙 

33、江西华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2 人） 

欧阳辉圣  蔡定如  尉然  周建胜 罗金德  甘建忠 

白谷  梁春燕  罗善祝  吴静蘅  兰晓明  钟平德 

34、景德镇市明驰资产评估事务所（5 人） 

汪玉红  洪满华  施泽华 胡声军  廖小英 

35、江西景德资产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12 人） 

沈家有  包汉华  江国强  邹小儿  汪庆华  杨施惠 

黄景珺  姜倩  冯小平  付鹏  包德艳  林娟 

36、景德镇景审资产评估事务所（5 人） 

王辉国  李观炜  赖琛  饶品贵  王訢 

37、江西中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李玲  胡菁  谭小玲  左可  李昕  姚莉  叶银兰 

甘长虹 

38、江西中富茗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9 人） 

余栋福  肖存耕  邱树琳  黄蒙恩  舒君勇  胡才贵 

王子勇  夏中雷  黄发来 

39、吉安市共创资产评估事务所（5 人） 

汪文勇  周卫红  黄建华  陈青志  王清华 

40、萍乡市国审资产评估事务所（10 人） 

杨小玉  黄春耕  王启芳  彭德禄  王炳福  陈洁红 

刘璇  谭金华  姚鑫武  王郑宇 

41、上饶市众恒资产评估事务所（2 人） 姚海俊 占诗军 

42、江西金山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严军平  彭明本  何春明 李凌  邱建华  杨春红 

何永红  陈小惠 

43、赣州中浩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7 人） 

李国江  刘建华  周志刚  陈黎军  刘礼胜  陈良洲 

朱健 

44、江西智宸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9 人) 

曹伟华  宋孟弟  陈卫东  叶勇  潘建  洪明明  熊文辉 

吴佳星  谭九生 

45、南昌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刘海明  涂雪兰  肖勇光  闵招金  邓玉琳  殷勇 



陈明亮  樊孝华 

46、赣州信元资产评估事务所(6 人) 

钟艳川  郭勇君  周昆  吴小山  周勇  程云雷 

47、江西中恒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10 人) 

胡晓军  梁斌  胡志斌  樊启铁  温明东  刘永铭 

易功贱  江承畏  蒋文丽  胡锦华 

48、上饶市丰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6 人) 

徐慧芳  滕卫国  黄继  苏友义  汪睿  郭雅莉 

49、佳信拓投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6 人) 

刘生敏  樊孝颐  邱敏  严万兵  王林燕  郑琳玲 

郑雨玮  陈导虎  戴义毛  李亦斌  祝成航  张宝闯 

杨延江  唐泽雄  魏思晗  廖子伟 

50、江西同致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5 人) 

胡的娟  丁滢  肖春兰  吴丽霞  万权 

51、赣州合信资产评估事务所(3 人) 

刘丹  肖君  钟惟众 

52、江西寰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7 人) 

曹建斌  许升卫  晁喜文  赵丽娜  胡敏  陈昌辉 

粱立强 

53、江西君茗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3 人) 

尹会超  蔡奇忠  李启明 

54、江西新源洪城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4 人) 



殷金火  龚晨燕  张婷  何珊 

55、江西正钛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3 人) 

郑猛  祝太林  万国生 

56、江西诚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4 人) 

李重华  夏美霞  马超  温辉 

57、江西开元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3 人) 

贾滨  张慧萍  颜松 

58、江西鼎智蓝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勘测有限公司(4 人) 

冯莉  孙冉  栾爽  李娟 

59、江西天禄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王松  蒋南斌  熊满红  朱鹏飞  吴春美  杨洋 

李宏宇  秦胜敏 

60、江西重德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测绘咨询有限责任公司(10人) 

古睿  尧光辉  唐英  周美花  邹渊  邹韬涵  王丹丹 

郑琼  张珊  周杰 

61、江西世联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3 人) 

高卓瑛  罗秀云  李明 

62、江西远东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3 人) 

杨淑芳  汪琴  史贻华 

63、江西恒方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10 人) 

于艳春  赵庆梅  周鹏  杨益飞  陈学宁  杨小玲 

李  星  蔡  琼  徐霞  钟珏 



64、江西海川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4 人) 

郑国锋  张键  周晓盼  张燕 

65、江西信佳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2 人) 

陈俊杰  伍梅秀 

66、江西智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吴承平  王燕琴  潘卫武  刘惠忠  李加福  饶秀珍 

蒋公平  熊检 

67、江西怡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5 人) 

聂晓云  郭铭伟  杨嘉伟  张秀娥  迟伟 

68、江西红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3 人) 

冯平爱  杨慧兰  钟斌 

69、江西永佳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 人) 

李洪广  邹良望 

70、江西神州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9 人) 

尹学军  蔡梅  罗朝阳  熊亦芳  贵祥芬  李会娟   

朱植建  舒婷  李文华 

71、江西省中唐房地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2 人) 

周慧敏  罗小勇 

72、江西洪利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5 人) 

杨宗辉  胡眭  吴志贞  谌运华  董慧林 

73、江西阳禾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 人) 赵红新  向芸 

74、江西永捷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7 人) 



龙晓嵘  欧阳琪  李艳  纪玉远  谢浪平  孙雪燕 

尉玉芬 

75、赣州华昇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2 人) 

何倩凤  万林林   

76、抚州博中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4 人) 

徐志平  谢金  戴月宾  王福保 

77、江西德胜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 人) 

韩刚  陈丽苹 

78、江西力信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2 人) 

段国彬  刘振武 

79、江西万恒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2 人) 

郭汝莉  周艳 

80、江西省豫章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 人) 

陈伟  石鹏 

81、江西达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3 人) 

张羽  易海南  司卓 

82、江西永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 人) 

袁明亮  王文广 

83、江西饶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5 人) 

安建平  王志强  李超  孙明仙  郭西状 

84、江西地源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5 人) 

谢泽仪  邹英海  聂一虹  黄文欢  李晓川 



85、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3 人) 

张筱  吴沙沙  蓝道庆 

86、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5 人) 

罗宜家  熊典桦 谢炜  曹勉  吴春玲 

87、江西国林矿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张凡  彭志坚  高康燕  范建华  黄鹃  黄梁滨 

褚磊  袁智 

88、江西隆鑫房地产评估咨询顾问有限公司(3 人) 

陈修信  邓章鹏  谢伟华 

89、江西恒诚不动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 人) 

曾昭华  何显龙  曾庆龙  陈同林  罗晖  唐海梅 

袁慧    黄荐辉  周昕松  吴至芳 

90、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2 人)  袁芬忠  刘福光 

91、吉安海正资产评估事务所(5 人) 

徐海昆  林金莲  宋德均  王远平  龙莉 

92、南昌鑫华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8 人) 

袁祥渝  赵艳雪  徐燕  胡建民  王瀚龙  王蕾 

万细庆  周云峰 

93、上饶市盛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 人) 

左文海   任国学 



94、众平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2 人) 

高建  李成虎 

95、宜春鑫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7 人) 

曾香春  谭益芝  黄开松  胡小俐  钟祥根  邓定鑫 

邹勇 

96、上饶市周华永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 人) 

杨智  吴周华  周建佐  张建国  杨婕  占戈 

钟永明  孙云田  黄星喜  赵柯 

97、吉安同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吴春  郭午临  李强  曾文红  贺造林  杨敏 

陈慧莹  周建友 

98、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7 人） 

李燕静  熊光辉  胡外生  吴华勤  王文军  胡宾云  

万珍 

99、上饶中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8 人） 

侯莉敏  刘宗泉  朱梅芳  高世翔  高先金  叶玉松 

何柳青  欧阳鑫 

100、江西中隆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8 人） 

范珞靖  丁国奎  楼一鸣  张伟  勒敏  熊守忠   

刘丽  刘小安 

101、江西万昌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5 人） 

魏婧  吕俊晖  朱冬生  吴来生  牛杰 



102、江西隆鑫房地产评估咨询顾问有限公司（3 人） 

陈修信  邓章鹏  谢伟华 

103、江西三源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6 人） 

徐运平  桂礼奇  喻小红  李红  赵植兴  王峰林 

104、江西森博土地房地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公司（4 人） 

彭晓英  游齐连  蒋翠华  陈慧 

105、江西恒诚不动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10 人） 

曾昭华  何显龙  曾庆龙  陈同林  罗晖  唐海梅 

袁慧    黄荐辉  周昕松  吴至芳 

106、江西益民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5 人） 

唐金龙  庄恒永  闻华歆  金小倩  刘光军 

107、上饶市永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 人） 

徐昌金  胡荣聪 

108、江西健业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5 人） 

于伟  喻鸣  张新珠  陈小梅  肖素芸 

109、江西中磊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3 人） 

郭立闪  谢国琼  凌根胜 

110、江西浔诚资产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10 人） 

李萍  吴旭明  张乘风  周建树  王三毛  程文忠 

吴浩  宋非    杨阳    宋乘飞 

111、协会代管（13 人） 

韩彦  黄斌   丁秀芬  张维  杨映霞   习文波 



高超  安然   范静静  何门锐  许敏   刘旭芳 

陈勇  

 

 

 

 

 

 

 

 

 

 

 

 

 

江西省资产评估协会 

2022 年 4 月 1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报送：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江西省资产评估协会                     2022 年 4月 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