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级税务师行业高端人才培养对象录取名单

地区 姓名 个人会员注册号 事务所名称

北京

张显晨 310000860 北京中翰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有限公司

张娜 110018585 中瑞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有限公司

张英会 110018885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亚志 110002829 大信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有限公司

袁欣 110008503 尤尼泰(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石玉霞 110009329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李艳芳 110005571 北京审信东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袁飞 110009451 中汇盛胜（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赵钢锁 110090091 北京天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文珊 110008011 北京审信东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姜玲玲 110019866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袁慧云 110007662 尤尼泰(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凯 110009611 大信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有限公司

孙冬青 110009589 大信华通（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昕 110001303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韩鹏 140001579 京洲联信（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宋刚 110003033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苗 110022913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赵悦 110003859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

成宁芝 120004393 天津中瑞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荣立行 120005036 中金税英特（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郝新然 120004291 中金税英特（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张文姣 120004457 中喆税务师事务所（天津）有限公司

河北

王娇娇 130008084 河北长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敦秀娟 130001214 河北长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周爱华 130002463 河北长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菊 110010234 河北嘉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贾净 130003870 河北瑞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郭丽红 130002273 京洲联信河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贾广民 130003417 河北华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卞春梅 130004349 河北阳光金远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崔岚 130010177 河北乐帮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西

毋刚 140000599 中汇山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梁建 340004112 山西中税信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建鹏 140000008 山西同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内蒙古 王雪梅 150002379 内蒙古金信合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武威 150090223 亚太鹏盛（包头）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杨旭东 150090271 乌海诚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

殷晓娇 210003311 辽宁鸿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东超 210003177 尤尼泰（辽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蒋明志 210000853 辽宁天一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林松松 210001848 亚太鹏盛（辽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立 210003678 尤尼泰（辽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璐 210006539 辽宁天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
袁雪 210201111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

杨华琴 210200336 大连胜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吉林
苏亚杰 220002824 吉林云迈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赵婷婷 220001500 中税（吉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

王竞春 230001758 黑龙江卓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丽艳 230000353 哈尔滨市龙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伟 230000307 黑龙江明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

孙玉兰 310000654 上海申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汪芳 310000178 上海琳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燕煦 310011332 上海华政明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夏树华 320008975 上海华税通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徐方杰 310013681 上海华政一页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汤家才 310000249 上海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苏

张松 110004534 瑞安达税务师事务所江苏有限公司

樊红芹 110005804 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江苏有限公司

陈高山 320004037 华税税务师事务所（苏州）有限公司

吴建 320009123 中汇江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惠立群 320001657 无锡宝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毛学章 320000353 江苏益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雪庆 320017969 华税税务师事务所（苏州）有限公司

尚颖 320016448 中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袁玉铃 350000296 京洲联信君和（苏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喻晓琴 320000192 常州圆融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梁红军 320003063 中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蒋丽 320003307 苏州昆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陆永爱 320003381 连云港中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薄朝华 320002935 苏州诚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哈纪优 310000838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所

浙江

黄如意 330005363 浙江佳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胡钟淼 330004047 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周明 330002358 嘉兴知联中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毕蓝 330012984 嘉兴知联中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金燕 330001128 杭州余杭东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吴轲 330013408 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戴伟 330005222 湖州知联正天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明喜 330001988 浙江知联富春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张小未 330004063 嵊州剡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房海江 330004053 浙江知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葛晨 330002131 杭州中利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高峰 330004839 杭州马太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宁波
陈吉群 330201120 中汇（宁波）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勇 330200230 宁波正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徽

雷琪 340000896 安徽省中鸿大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家盼 340000779 安徽中瑞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尹骏 340008095 安徽容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顾正祝 340000849 亚太鹏盛华正税务师事务所（安徽）有限公司

毕鸣鸣 340000076 安徽郅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操伟 340007978 安徽仁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福建

侯守赞 440001677 福建省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芝红 350000892 福建信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林华 350001074 中汇华成（福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周云红 350002601 泉州扬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俊文 350004785 福建通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厦门

黄美钦 350203534 厦门红大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魁龙 350200781 厦门天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哲佳 350200268 厦门中明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黄森煌 460000078 厦门尚泽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西

程云雷 360000039 赣州华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克飚 360000255 赣州中兴恒诚税务师事务所

喻敏 360000294 江西国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宋元元 370011886 山东天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纪子永 370002459 东营宏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玉亭 370004269 山东启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力伟 370005639 德州众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新峰 370012000 聊城松岳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任增国 370090584 山东百思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国娇 370000720 山东长恒信税务师事务所

孟卫东 370090462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渤海分所

赵敏 370002752 山东华政公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勤丽 370000987 中韬华益税务师事务所（威海）有限公司



安佰朋 370003929 山东中税鑫润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岛

卢妍 370203175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綦昌民 370200245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王喜周 370202898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河南

堵庚杰 410001256 河南小堵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冲 410001942 河南维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李平娜 410000649 河南立信天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占伟 120000530 河南中翰盛胜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雁斌 410003897 中瑞泰客思河南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湖北

魏立超 420000613 中韬华益税务师事务（湖北）有限公司

谭巍 420007460 湖北中翰裕众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吕冰 420008695 湖北中翰裕众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王婷 420001741 武汉神龙税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张政清 420003046 京洲联信武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付远珍 420001969 湖北中翰博信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刘庆 420008073 中税网天运（湖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黎明 420002780 武汉江都税务师事务所

湖南

郑加 430003413 北京天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

涂俊 430008786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长沙

分公司

陈利倪 430001597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董科学 440301201 长沙顶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彭金屏 430001084 湖南金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岳竹青 430002013 湖南纳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锋 460000369 湖南中源致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东

吴庭威 440004483 广东华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骁健 440004672 广东德佑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张永恒 440004239 广东正中国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凯芬 460000701 广东正中国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谢信辉 440001856 惠州诚信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梁映红 440000375 广东恒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梁锡斌 440002734 广东恒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杨晓蓉 440002635 广州市名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林燕玲 440091008 中山香山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笑娟 440092753 东莞市上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继承 440091357 惠州广诚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甘小月 440015640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所

李红 440017039 广州万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焰文 440092754 东莞市上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运华 440001735 广东明德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深圳

薛娇 440308703 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韦玉 650001015 尤尼泰（深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孟媛 440310204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所

梁亚丽 500002087 必信天诚（深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周超 440302982 京洲联信长江（深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英灿 440303682 深圳市弘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

韦秋玲 450002647 广西祥龙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劼 450000581 广西瑞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石维科 450000417 广西中税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

程立红 460000037 海南恒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周南丽 460000782 海南盛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周雅 460000628 海南利安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叶慧嫦 460000406 海南鼎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

徐磊 500002668 重庆天健光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谢清华 500001298 重庆维润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张行坤 500000770 重庆三策华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承建 500000672 重庆汇博烨煜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谢岚 500002221 重庆尚翎普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

陈德斌 510004509 四川公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魏晓娟 510004520 四川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邹胜 510016192 中汇智谷（四川）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尚英 510001676 四川同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石正杰 510000749 四川永大欣海韵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仲志坚 510003210 达州市兴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林燕 510005420 四川中税网立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毅 510000233 四川圣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
柳晓江 520000919 尤尼泰（贵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宋碧 520000124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贵州）有限公司

西藏 于长泳 110000392 西藏中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陕西

乔玉英 610001529 陕西亿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磊 610001421 陕西东信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兰丽华 610001294 西安天之蓝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莹 610000233 陕西京洲联信瑞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艳青 610005794 陕西天扬君合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李智勇 620000724 华税税务师事务所（甘肃）有限公司

汪卫东 620001021 甘肃贵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 逯琛 630000417 中汇国瑞（青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洪英 630000032 青海正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

毛海东 640000238 宁夏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白雪娇 640000179 宁夏永税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何斌 640000841 宁夏永庆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海清 640000914 宁夏正业通税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新疆

王大明 650001056 乌鲁木齐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罗健 650000295 新疆华政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玲 650000089 中瑞税务师事务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

王菁 650000092 新疆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唐静 650000231 克拉玛依市疆华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