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湖南省资产评估协会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办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办法》及相关规定，2012 年度我省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已分别按期完成了本

机构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年检合格人员名单，详见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www.hnicpa.org），现将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我省 210 家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71 家资产评估机构（含分支机构）
情况公告如下：

全省：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210 家
注册会计师 2754 人

●省直：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83 家
注册会计师 1528 人

湖南新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2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01
主任会计师：周 迎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79号建鸿达现代城 18楼 1804房
联系电话：0731-84454586 传真：0731-82254858

湖南长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8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03
主任会计师：肖信坚 邮编： 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黄兴北路 89 号上城金都南栋 525 室
联系电话：0731-84887280 传真：0731-84887287

湖南天平正大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45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04
主任会计师：卓和平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86 号鑫天大厦 9 楼
联系电话：0731-82244306 传真：0731-82244310

湖南能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3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05
主任会计师：李舜平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0 号东塘大厦 8 号
联系电话：0731-85515168 传真：0731-85503925

湖南兴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07
主任会计师：李一松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五一大道 717 号五一新干线 A 座 12 楼
联系电话：0731-84455980 传真：0731-82253829

湖南英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31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1
主任会计师：刘 箭 邮编：410006
办公地址：长沙市新民路 197 号金融大厦 201 室
联系电话：0731-88887766 传真：0731-88864873

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29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3
主任会计师：左光涛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44 号城市之心 8 楼
联系电话：0731-85190250 传真：0731-85190230

湖南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55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6
主任会计师：徐 鹏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243 号宏景名厦 B 座 321-323 号
联系电话：0731-82912388 传真：0731-82979699

湖南恒基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3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7
主任会计师：蒋 昕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216 号维一·星城国际 18 楼
联系电话：0731-84118877 传真：0731-82768200

湖南大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30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8
主任会计师：杨国庆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44号城市之心 5楼 519房
联系电话：0731-85162378 传真：0731-85162328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62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01
主任会计师：周季平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五一西路 655号嘉顿·新天地商务楼 10楼
联系电话： 0731-844502201 传真：0731-84452201

湖南中信高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40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5
主任会计师：席立雄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建湘南路 153 号 5 楼
联系电话：0731-82235972 传真：0731-82223678

湖南财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27 人）
执业证书号：43110004
主任会计师：张少球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111 号华菱大厦 12 楼
联系电话：0731-84885348 传真：0731-84885176

湖南笛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12
主任会计师：刘锑洋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 103 号生活艺术城综合楼 8 层 846 房
联系电话：0731-85090769 传真：0731-85090739

湖南正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22
主任会计师：蔡一青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549 号联合商厦 1708 室
联系电话：0731-82255852 传真：0731-82255822

湖南同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9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23
主任会计师：范 斌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346 号有色大厦 A 栋 719 室
联系电话：0731-85385649 传真：0731-85385668

湖南湘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1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25
主任会计师：焦培政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357号侯家塘都市阳光 2404-2405房
联系电话：0731-85553766 传真：0731-85554266

湖南天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26
主任会计师：李艳玲 邮编：410001
办公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59 号长沙大厦南栋商务楼 8410 室
联系电话：0731-84161966 传真：0731-84111656

湖南永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27 人）
执业证书号：43080009
主任会计师：何举智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388 号颐美现代城 1323 房
联系电话：0731-84468218 传真：0731-84468218

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0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27
主任会计师：刘 丽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78号运达国际广场 12楼
联系电话：0731-84443500 传真：0731-82830011

湖南金算盘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8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29
主任会计师：李促绮 邮编：410000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南路 82 号南园大厦 1107 室
联系电话：0731-84223781 传真：0731-22869656

湖南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1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30
主任会计师：欧光顺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韭菜园 31 号富利大厦 805D 室
联系电话：0731-82252127 传真：0731-82251149

湖南湘诚联达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31
主任会计师：王存然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119 号标志房产大厦 801 室
联系电话：0731-82288268 传真：0731-82288269

湖南中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1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33
主任会计师：刘科成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163 号新时代广场北栋 1414-1416 室
联系电话：0731-84426918 传真：0731-84426488

湖南明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3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35
主任会计师：罗 靖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东路 4 号明星村 1404 房
联系电话：0731-85515276 传真：0731-85515276

湖南美好未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37
主任会计师：岳迎宪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00号新世纪花苑神龙座 308房
联系电话：0731-85111511 传真：0731-85111533

湖南仲桥三湘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7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38
主任会计师：姜平生 邮编：410004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南路 121 号布市 4 楼
联系电话：0731-85672198 传真：0731-85672198

湖南博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8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39
主任会计师：曾 慧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营盘路 315 号馨域大厦 10 楼 1005 室
联系电话：0731-85829136 传真：0731-84410490（806）

湖南湘银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0
主任会计师：石 桥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776 号 1401 室
联系电话：0731-82247298

湖南金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1
主任会计师： 邮编：410001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区湘湖鱼场（现韶山北路 1号）职工住宅 6区 9栋 305房
联系电话：0731-84143193

湖南天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4
主任会计师：程阳富 邮编：410006
办公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235 号湘域中央 2 栋 2007 室
联系电话：0731-82186167 传真：0731-82186197

湖南湘能卓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3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5
主任会计师：李志成 邮编：410004
办公地址：长沙市新韶东路 429 号康园大厦 12 楼 1201-1202 室
联系电话：0731-85574883 传真：0731-85337342

湖南恒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6
主任会计师：汪再彦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51号海利集团院内信息楼东 4楼
联系电话：0731-84486018 传真：0731-84480065

湖南广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CPA 20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7
主任会计师：罗芳明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119号标志房产大厦 7楼 705室
联系电话：0731-82934089 传真：0731-82934099

湖南天勤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27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8
主任会计师：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五一东路 235号湘域中央大厦 1栋 2521室
联系电话：0731-84391512 传真：0731-84391512

湖南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7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49
主任会计师：唐实发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16号同发和一大酒店 602室
联系电话：0731-82931988 传真：0731-82931988

湖南同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0
主任会计师：阳秋玫 邮编：410004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南路 168 号星语林名园 1 栋 916 房
联系电话：0731-85010061 传真：0731-85574912

湖南天源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8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1
主任会计师：王志平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解放中路 239 号慧丰楼 2016 房
联系电话：0731-82287026 传真：0731-82287026

湖南惠普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2
主任会计师：刘迎伟 邮编：410001
办公地址：长沙市八一路 38号锦华时代大厦 2304-2312房
联系电话：0731-89917166 传真：0731-82279029

湖南德缘彩虹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5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3
主任会计师：陈建新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远大一路 629 号国杰星城第 1 幢 A 单元 6 层 619 房
联系电话：0731-84450260 传真：0731-85456881

湖南湘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4
主任会计师：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102 号兴威新嘉园 2207 室
联系电话：0731-84323111

湖南正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5
主任会计师：林 锦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南路 499 号彩虹都家园 7 栋 2 单元 703 房
联系电话：0731-85121768 传真：0731-85122770

湖南恒圣伟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6
主任会计师：彭 超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59 号顺天城 1003 室
联系电话：0731-84415778 传真：0731-82255267

湖南智超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17
主任会计师：申厚平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人民中路 568号融圣国际公寓 5幢 2201房
联系电话：0731-89921608 传真：0731-89921608

湖南中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7
主任会计师：周春秀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海东青大厦 A座 3107、3108室
联系电话：0731-84318839 传真：0731-82286466

湖南元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8
主任会计师：刘春保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243 号宏景名厦 C 座 630 房
联系电话：0731-82529526 传真：0731-82529526

湖南希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7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59
主任会计师：银泽林 邮编：410006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南路 123 号华翼府 1521 号
联系电话：0731-84471868 传真：0731-84471868

湖南大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1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0
主任会计师：吴翠兰 邮编：410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解放西路 18 号城市经典 1211 房
联系电话：0731-88575680 传真：0731-85559005

湖南金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2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1
主任会计师：胡 辉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523号佳天国际新城南栋 30楼 C、D座
联系电话：0731-84451318 传真：0731-84452318

湖南楚天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20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2
主任会计师：唐军明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419号星城旺座 6楼 619室
联系电话：0731-85555485 传真：0731-85555486

湖南百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8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3
主任会计师：周 勇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黄土岭 93号第一栋弘林国际 9楼 905室
联系电话：0731-88277827 传真：0731-88277827

湖南宏丰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4
主任会计师：张爱斌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跃进路 135 号华宫大厦 B 栋 1406 号
联系电话：0731-88644446 传真：0731-88644446

湖南华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25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5
主任会计师：张 辉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南路 1 号华菱·香墅美地第一栋 1326 房
联系电话：0731-85123298 传真：0731-85123298

湖南华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6
主任会计师：黄安良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南路名城 507 室
联系电话：0731-84393466 传真：0731-84393266

湖南远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1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7
主任会计师：杨 健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中路 448号融科三万英尺 5栋 2401房
联系电话：0731-85603666 传真：0731-88658497

湖南天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69
主任会计师：彭武彪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128 号中扬大厦 1803 房
联系电话：0731-85532242 传真：0731-85532242

湖南德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0
主任会计师：李 玲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35 号唐朝大厦 1801 室
联系电话：0731-82065588 传真：0731-82065588

湖南湘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1
主任会计师：曾满顺 邮编：410000
办公地址：长沙市扬帆小区 E-11 栋 401 房
联系电话：0731-82864850 传真：0731-82864850

湖南鹏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2
主任会计师：欧阳杰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人民东路 46 号铭城国际 505 房
联系电话：0731-82685181 传真：0731-82685281

湖南锦鑫恒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3
主任会计师：唐 辉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路 39 号维一星城 4 栋 307 号
联系电话：0731-84310511 传真：0731-84314955

湖南宏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4
主任会计师：吕胜利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365号省纺织大院办公楼东 2楼
联系电话：0731-89824738 传真：0731-89821706

湖南贝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5
主任会计师：贺 聂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233 号佳逸豪园 B 栋 607 房
联系电话：0731-85811698 传真：0731-82567376

湖南吉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6
主任会计师：易杏军 邮编：410000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嘉盛·奥美城南栋 811 室
联系电话：0731-85816116 传真：0731-85816116

湖南力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8
主任会计师：肖光忠 邮编：410004
办公地址：长沙市天心区竹塘西路 180号天鸿小区他城时代公寓 A930房
联系电话：0731-82668911 传真：0731-89851922

湖南中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79
主任会计师：周德来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路与城南路交汇处西北角城市之心 1610-1615室
联系电话：0731-88800361 传真：0731-85214207

湖南湘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80
主任会计师：谭建军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中路 448号融科三万英尺 3栋 405房
联系电话：0731-85162552 传真：0731-85162552

湖南圣盛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81
主任会计师：张继红 邮编： 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293 号嘉盛·奥美城 1402 房
联系电话：0731-85869148

湖南德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82
主任会计师：岳建军 邮编：410013
办公地址：长沙市桐梓坡路沁园春御院 2栋 3单元 807室
联系电话：0731-83846744 传真：0731-84257855

湖南益商睿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83
主任会计师：唐金樑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国营综合农场果林分场斗文坛办公楼附楼 307号
联系电话：0731-85140381 传真：0731-85140381（8012）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CPA 72 人）
执业证书号：110002404301
分所负责人：康顺平 邮编：410001
办公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459 号证券大厦 7 楼
联系电话：0731-84129558 传真：0731-82183808

中众益（广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CPA 5人）
执业证书号：450100054301
分所负责人：肖录芳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南路 1号华菱蓝调国际 1栋 1324-1326房
联系电话：0731-85180016 传真：0731-85160016（609）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所（CPA 35人）
执业证书号：110001544301
分所负责人：姜 波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139 号文化大厦 B 座 6 层
联系电话：0731-84393988 传真：0731-84820988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CPA 82人）
执业证书号：330000014302
分所负责人：曹国强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98号新世纪大厦 19-20层
联系电话：0731-85179800 传真：0731-85179801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CPA 20 人）
执业证书号：110001584301
分所负责人：梁青民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建湘路凤仪园 153 号 003 栋 6 楼
联系电话：0731-82235972 传真：0731-8551544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CPA 29人）
执业证书号：310000064301
分所负责人：王绍伟 邮编：410014
办公地址：长沙市新韶西路 29 号上庭苑 2 栋 2 单元 4 楼
联系电话：0731-85829669 传真：0731-85829669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CPA 15 人）
执业证书号：110001704301
分所负责人：杨迪航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22 号凯旋大厦 5 楼
联系电话：0731-85178058 传真：0731-85178000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所（CPA 28人）
执业证书号：110000104301
分所负责人：颜 军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79号建鸿达现代城 18楼 1804室
联系电话：0731-84454586 传真：0731-82254858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分所（CPA 48人）
执业证书号：110001574302
分所负责人：谭小青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78号运达写字楼 7楼
联系电话：0731-88285566 传真：0731-88285567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CPA 37 人）
执业证书号：110001634301
分所负责人：姚运海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68号湖南财富中心财座 1906室
联系电话：0731-82322952 传真：0731-84450511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CPA 47 人）
执业证书号：110001594302
分所负责人：周立业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79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楼 10 楼
联系电话：0731-84110878 传真：0731-84110878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所（CPA 38 人）
执业证书号：110001694301
分所负责人：谢泽敏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路与城南路交汇外西北角城市之心 522室
联系电话：0731-85164366 传真：0731-84431799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CPA 17 人）
执业证书号：110100694301
分所负责人：李小平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78号运达国际广场 12楼 1204房
联系电话：0731-82830959 传真：0731-82830011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CPA 31 人）
执业证书号：110002104301
分所负责人：杨池生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177 号银园公寓 4 栋 503 房
联系电话：0731-84129648 传真：0731-84129378

●长沙市：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20 家
注册会计师 257 人

湖南中和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7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2
主任会计师：李小平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东风路 224 号开福区政务中心 6 楼
联系电话：0731-84515804 传真：0731-84522622

湖南永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5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3
主任会计师：颜春梅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东路 295 号嘉盛华庭 EA 财智中心 1001 室
联系电话：0731-88223304 传真：0731-88223305

湖南中信高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宁乡分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54301
分所负责人：郭白康 邮编：410600
办公地址：宁乡县玉谭镇八一东路 29 号
联系电话：0731-82235972 传真：0731-82223678

长沙乐为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33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7
主任会计师：肖时若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22 号凯旋大厦 6 楼
联系电话：0731-85190668 传真：0731-85190677

湖南湘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7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9
主任会计师：周玉梅 邮编：410004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243 号宏景名厦 B 座 722 号
联系电话：0731-84146666 传真：0731-84153759

长沙中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2
主任会计师：汤 帆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丽臣路 97 号旺角佳园南栋 408 室
联系电话：0731-84471168 传真：0731-84493998

湖南鹏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46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4
主任会计师：魏祥鲁 邮编：410008
办公地址：长沙市潘家坪 168 号
联系电话：0731-84390525 传真：0731-84391249

湖南鹏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浏阳分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44301
分所负责人：李 义 邮编：410300
办公地址：浏阳市人民东路 77 号 4 楼
联系电话：0731-83635868 传真：0731-83666838

湖南鹏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星沙分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44303
分所负责人：张 军 邮编：410100
办公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沙大道尚城商务楼 A 栋 1 单元 13 楼
联系电话：0731-84013065 传真：0731-84012032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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