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高端人才名单（第四批）

入选年度 地区 人数 姓名 事务所名称

2014年

北京 2
肖冬梅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国云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东 1 李建业 广东正中国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 1 何献华 广西瑞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内蒙古 1 李文丽 包头市恒润税务师事务所

上海 1 吴琼艳 上海民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1 石花芳 河南金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徽 1 王谦淑 安徽省中鸿大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6年

江苏 1 刘影 徐州德瑞税务师事务所

浙江 1 邓国平 北京中瑞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台州分公司

湖北 2
官纯红 宜昌神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徐新胜 武汉江都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广东 1 何泳 众环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西 1 王丽红 江西鑫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陕西 1 王敏 陕西亿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

北京 4

邢俊明 北京中天华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穆旭红 北京华夏税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杨霞 北京金诚嘉铭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石君 中汇盛胜（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北 1 应文杰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湖北 1 查燕云 黄石市新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1 陈玉鸣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东分所

四川 1 李洋伟 四川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海 1 魏晋宏 青海国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北京 4

刘红玉 北京中益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文进 北京洪海明珠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戴琼 北京中税融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瑶 北京中税融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 1 吴俊颖 辽宁天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 1 缪尉珍 上海品施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苏 1 于芳 京洲联信无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 1 方福水 淳安振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 1 朱益俊 慈溪三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徽 2
韩聪 安徽南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用 蚌埠用鑫税务师事务所



2018年 厦门 1 毛燕群 厦门国之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西 1 钟金秀 中联税务师事务所(江西）有限公司

山东 1 陈巧慧 济南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南 1 田俊平 河南信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深圳 1 傅吉俊 中汇信达（深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 1 李忠 广西永兴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四川 1 李青松 成都天健泛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4

侯龑 陕西甲乙木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珍 西安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郑晓延 西安诚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任媛媛 陕西瑞友税务师事务所

宁夏 1 李晓芳 宁夏永庆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

北京 17

张进强 北京华证诚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玮 中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晓敏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丽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靖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格根塔娜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宋丽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秀伟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艳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庞连辉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朱淑珍 中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世超 中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毛艳艳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张桂红 北京裕惠信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闫凤砾 北京金石德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丛培红 北京中鼎华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朱素珍 北京中融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津 6

蒋晓静 天津中洲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中伟 中税正洁（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阎宇彤 天津懿恒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白建伟 天津市相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高琳 天津市中和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贾卉娜 中税网通广泽（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北 6

马士柳 河北华益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高铁军 中税网承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

河北 6
王红艳 河北阳光金远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巴秀凤 京洲联信河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曲莹 河北中翰方远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胜利 河北博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西 3
王翠 中汇山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惠珍 山西金税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爱红 山西明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内蒙古 3
史金涛 内蒙古立源智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学梅 内蒙古立源智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张春涛 赤峰德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 6

张世斌 辽宁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赵传芬 辽宁惟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辉 辽宁华政中税普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秋菊 葫芦岛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付晓莹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辽宁）有限公司

杨炳东 辽宁冠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 1 李万乾 大连硕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黑龙江 2
周昊 黑龙江省弘远泰斯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白文成 黑龙江新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3
曹辉 尤尼泰（上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杜俊 上海金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饶清荣 海南盛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江苏 16

左玲琍 镇江市国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卞毅 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所

胡方浩 江苏大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向文武 扬州中鸿丰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蒋默然 苏州华税银信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胡芳敏 南通天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鸣硕 无锡宝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邢千 江苏大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邵俊 镇江市国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锦荣 南京天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戴旭峰 中汇江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扬 苏州华税银信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侯艳春 江苏伯越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缪虹 无锡宝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冯星海 北京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2019年

江苏 16

殷庭兰 尤尼泰（常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 10

余长金 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蒋慧玲 台州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宋小红 杭州余杭东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孙浩 嘉兴中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骆恺频 浙江富春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柳徐珏 浙江凯达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凯 浙江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戴众兵 永嘉金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洁 台州金水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张巧英 新昌信安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宁波 2
王雪芳 慈溪三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晓红 宁波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徽 3
刘磊 安徽华普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程龙 安徽中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运彪 安徽中瑞天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福建 4

叶宝有 中税网天运国信（南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建宾 福州中瑞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涂永琳 中税网天运国信（南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孔晓峰 泉州凯帅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厦门 4

杨杏 厦门市国融兴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谢凌艳 厦门天健致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欣 厦门欣鑫易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林娜萍 厦门市国融兴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西 2
汤剑 景德镇市高岭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邓乔 新干县振兴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山东 10

孙国丽 德州众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付雪 山东启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建民 山东中明税务师事务所

沈慕宏 山东中诚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齐延波 潍坊盛元税务师事务所

宋巍 山东百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艳 山东中明税务师事务所

张同岳 聊城松岳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董章锋 威海中翰正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辉 威海同信泰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岛 4

杜星元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2019年

青岛 4
马立辉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王芬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陈宗智 青岛明达尔税务师税务师(普通合伙）

河南 5

王蕊 河南天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黄轶涛 致同凯桥（河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质芳 濮阳中博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樊珉 河南立信兴豫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剑华 河南同心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北 7

朱露露 湖北澴川税务师事务所

邹枋銮 中税科信（武汉）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陈红玲 湖北中翰裕众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陈姝 中税网天运（湖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宋朝晖 湖北中翰裕众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胡丽萍 中汇（武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琳 湖北立方达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湖南 6

罗卫东 湖南晖帆金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柳赛军 湖南楚才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琼 湖南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春风 湖南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邹平 湖南金瑞永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朱敏 湖南中汇财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东 13

周松梅 东莞市华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颜燕飞 珠海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邓晓烽 广东华政新东山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曾少林 京洲联信维德（中山）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龚达群 广州市名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蔡子诚 京洲联信维德（中山）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胡珍 广东中天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蓝长青 广东诚安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杨伟祝 湛江信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贺美玲 东莞市铧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付平 惠州和信源税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邢良文 广州丰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家盛 广东中税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深圳 8

化艳艳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所

林国齐 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黄明如 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深圳 8
蒋新宇 深圳志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罗东风 中深税务师事务所（深圳）有限公司

殷冬生 深圳市中科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南方 北京天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

刘洪柏 深圳卓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 4

黄宾锋 柳州众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光球 玉林正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卢婷 广西同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竞华 广西方中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海南 5

尚菲 海南信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云美 中税网天运（海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伟军 中税网天运（海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胡永刚 海南中瑞阳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作思 三亚富润鑫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 7

陈元萍 华税税务师事务所（重庆）有限公司

饶白莉 致同京华（重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帅琪 重庆天健光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剑锋 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余建 重庆尚翎普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郑茂 重庆瑞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杨文元 中税润远（重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四川 9

杨胜琴 四川永大海韵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唐玉梅 四川金普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肖莉红 四川中鸿新世纪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贾丽 四川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赵桂平 四川中瑞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熊国军 四川中税志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刘华 四川同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兰世新 四川新皓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敏 四川公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贵州 2
刘信敏 贵州正信合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许敏 北京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云南 4

陈鸯鸯 云南英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邓金祥 云南安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红华 云南玉溪方正合伙税务师事务所

曾自荣 云南安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 1 张溪 西藏道引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

陕西 6

唐海海 陕西公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雁 西安中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韩颖 陕西瑞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姚甜 陕西恒远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唐永梅 陕西唐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李进 西安中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1 王莉 甘肃方正税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 2
王小忠 青海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彩霞 中汇国瑞（青海）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宁夏 4

王兴军 宁夏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冯莉 李东菊（宁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东菊 李东菊（宁夏）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孙文红 宁夏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新疆 3
王惠敏 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新疆有限公司（省级子所）

党伟 新疆华政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朱一鹏 中汇新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

北京 6

孔令文 中汇盛胜（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京辉 国富浩华（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雁华 北京致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郝国敏 北京中兴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旭 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素伟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 2
段鹏亮 致通振业（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赵玥 京洲联信（天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河北 3
刘莉 承德永峰汇添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润华 河北中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梁小斌 张家口市永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 1 李永杰 山西国融兴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辽宁 5

阚晓川 辽宁立信德豪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抚顺分公司

赵娇 鞍山圣道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唐慧文 辽宁龙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史亚彬 辽宁唯实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武萍萍 沈阳琳萍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 2
姜淑润 博众鑫（辽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玲 大连鑫信则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吉林 2
杨志 吉林天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红岩 吉林浩瑞恒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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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5

魏秋英 黑龙江华诚众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马晓秋 大庆华泰宇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张立东 哈尔滨中翰智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丽艳 黑龙江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璐 黑龙江怡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海 2
钱捷 上海琳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邱一凡 上海容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苏 9

邱美圆 扬州苏中兴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赵恒志 江苏天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夏乾力 中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邱荷芳 亚太鹏盛苏税迅通税务师事务所（南京）有限公司苏
州分公司

金蓉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邵敏 无锡宝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程霆 中汇江苏镇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虹 苏州鹏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何立 江苏峰上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浙江 9

吕霞 浙江知联金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李志明 杭州余杭东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邓带敏 浙江知联富春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吴良列 台州正和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夏越东 嵊州剡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樊滢 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吕琪 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俞银琪 中汇（浙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严井江 庆元菇城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宁波 3
林坚 宁波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曹伟 宁波市北仑神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周艳 宁波正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安徽 12

邵定红 安徽中鸿永涵税务师事务所

王瑜侦 安徽省中鸿大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朱传莉 安徽东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姚国贵 桐城鑫烨税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李凌寒 合肥华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玉瑛 安徽金瑞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菊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分
公司

杨永 安徽省中鸿大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文斌 安徽容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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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12

徐瑶 安徽容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静 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朱枫 安徽省注册税务师协会

福建 2
吴育坚 泉州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唐小聪 中税网天运国信（南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厦门 3
郑桂武 厦门天健致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林小华 厦门红大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戴宏 厦门润元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西 5

胥家丽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江西）有限公司

罗静 赣州中税智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涛 江西正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熊文坤 华税税务师事务所（南昌）有限公司

周昆 江西庐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山东 9

李西乐 日照瑞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林凡祥 山东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谭立侠 山东百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雅琼 济南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路明 山东振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克磊 华税税务师事务所（济南）有限公司

王振臣 山东百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曹便灵 山东华政天舜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程新圃 山东德润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岛 4

黄晖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殷宝群 青岛恒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智清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宋玉群 青岛正业税务师事务所

河南 4

徐景帅 河南卓通税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刘辉映 河南诚裕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焦录军 平顶山市同惠达合伙税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李新辉 河南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湖北 6

喻延武 湖北信合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丽君 湖北华政永安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吴绍铭 亚太鹏盛（湖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伍海深 武汉博瑞天成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秦晓莉 湖北澴川税务师事务所

陈宝进 湖北十堰乐天税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 6

杨方 湖南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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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6

吴厚 湖南省中税网天一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卫华 信永中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
公司

梁晓东 北京天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

黄建明 湖南建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邬婷婷 长沙知今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东 5

梅武斌 广州中职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琦 广东中天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黄志红 广州市名方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贺鹏程 致同（北京）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所

姚美霞 睿丰税务师事务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 4

董晓珍 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邢小波 京洲联信长江（深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伟明 中汇信达（深圳）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莉 深圳市中科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广西 4

黄生 广西瑞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辛简慧 柳州瑞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英华 广西华赢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陶俊梅 广西华政瑞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海南 1 陈营 中税网天运（海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 7

邓婷 重庆鼎之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夏雪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重庆）有限公司

史宣珍 重庆必信天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勇 重庆天健光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玲 重庆康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袁运龙 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龚小花 重庆银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 9

魏光容 四川中鸿新世纪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伍芳 四川华税卓越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文宇 四川弘宇睿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夏秀梅 四川天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陈希勇 四川同舟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周泽发 四川中砝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李华荣 四川中税网立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光辉 四川金普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卢前秀 四川大信诚睿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贵州 3
范其勇 贵州通和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于晓敏 贵州税联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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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3
马英 贵州方兴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云南 3
李乔 云南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志坚 云南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谭再蓉 昆明中兑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 3
余婷 中联税务师事务所（陕西）有限公司

陈嘉铭 陕西华政宏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李晓育 陕西瑞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2
张瑾 甘肃正诚税务师事务所

万晓玲 甘肃永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青海 1 张鹏丽 青海国富浩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新疆 4

宋超 乌鲁木齐永大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王方 新疆中税瑞华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唐华萍 巴州瑞祥税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雷惠群 新疆银穗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