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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3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5
主任会计师：张志华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中山路 119 号万年大厦 6 楼
联系电话：0731-82247958 传真：0731-84417718

长沙湘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6
主任会计师：邹敦新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建湘路 154 号 2714 房
联系电话：0731-82254558 传真：0731-82254558

湖南汇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7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7
主任会计师：王永红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395 号梓园大厦 606B 室
联系电话：0731-85510444 传真：0731-85515444

长沙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8
主任会计师：李贤风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81 号君临天厦 1113 室
联系电话：0731-84120182 传真：0731-82620138

湖南正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11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9
主任会计师：杨鹏飞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德政街 11 号诺亚大厦 3305 室
联系电话：0731-84134218 传真：0731-84134218

湖南湘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20
主任会计师：唐赞兵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359 号佳天大厦南栋 11 楼 E 座 1120 房
联系电话：0731-85127228 传真：0731-85161008

长沙国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2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21
主任会计师：郑丽辉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395号都市阳光大厦 2707室
联系电话：0731-85557008 传真：0731-85524299

湖南湘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8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22
主任会计师：周金明 邮编：410015
办公地址：长沙市城南西路 28 号中域蓉城大厦 1703 室
联系电话：0731-85179911 传真：85179911(601)

湖南华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23
主任会计师：夏凤德 邮编：410011
办公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269号市国税局办公楼 1706室
联系电话：0731-84150079 传真：0731-84150087

长沙铭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24
主任会计师：李鹏飞 邮编：410001
办公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249号湘域中央花苑 2栋 301室
联系电话：0731-84896625 传真：0731-84896625

湖南佳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7 人）
执业证书号：43130002
主任会计师：袁腾俊 邮编：410007
办公地址：长沙市金星中路 468号郡原生活广场 4栋 2107号
联系电话：0731-85825455 传真：0731-85825455

●株洲市：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14 家
注册会计师 114 人

湖南中柱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1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06
主任会计师：周仁文 邮编：412007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 7 号庐山大厦 18 楼
联系电话：0731-28418698 传真：0731-28412383

株洲鼎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07
主任会计师：邓艳芳 邮编：412005
办公地址：株洲市石峰区建设北路 61 号石峰商厦 7 楼
联系电话：0731-22647229 传真：0731-28309031

株洲天展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10
主任会计师：杨定标 邮编：412007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耀华锦园 2 栋 2 单元 805 室
联系电话：0731-27612821 传真：07431-22397978

湖南天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3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12
主任会计师：戴绿海 邮编：412007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保利大厦 B 座 16 楼
联系电话：0731-22991599 传真：0731-22871467

湖南广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14
主任会计师：刘亚伟 邮编：412007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 88号湖南天牌实业有限公司办公楼 2楼
联系电话：0731-28813338 传真：0731-28813338

湖南新天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15
主任会计师：黎 映 邮编：412000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保利高尚小区D栋 206室
联系电话：0731-22666269

湖南东金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16
主任会计师：刘嘉文 邮编：412000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三湘大厦 1907 室
联系电话：0731-22333377 传真：0731-22333377

株洲博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17
主任会计师：蒋元彪 邮编：412200
办公地址：醴陵市滨河路 8 号
联系电话：0731-23452233 传真：0731-23227373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攸县分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014301
分所负责人：彭晓英 邮编：412300
办公地址：攸县城关镇交通南路望云宾馆 1 楼
联系电话：0731-24250060 传真：0731-24250060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株洲分所（CPA 16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014302
分所负责人：文仲平 邮编：412007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路 49 号留学生创业园 A3 栋 3 楼
联系电话：0731-28207217 传真：0731-22214930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株洲分所（CPA 25人）
执业证书号：110101504303
分所负责人：黄素国 邮编：412007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 16 号（招投标大厦 10-11 楼）
联系电话：0731-22866559 传真：0731-22866566

湖南中信高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攸县分所（CPA 7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54307
分所负责人：阳曼仔 邮编：412300
办公地址：攸县城关镇望岳南路 98 号
联系电话：0731-24224968 传真：0731-24259173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醴陵分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014304
分所负责人：刘 芳 邮编：412200
办公地址：醴陵市胜利路 157 号
联系电话：0731-23232659 传真：0731-23232659

湖南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分所（CPA 5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64303
分所负责人：郭 平 邮编：410005
办公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水岸春天小区 4 栋 514 号
联系电话：0731-22896836

●湘潭市：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8 家
注册会计师 92 人

湘潭神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4 人）
执业证书号：43040001
主任会计师：杨永强 邮编：411100
办公地址：湘潭市大湖北路 98 号
联系电话：0731-58276058 传真：0731-58276051

湖南精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23 人）
执业证书号：43040003
主任会计师：郝立闽 邮编：411104
办公地址：湘潭市建设中路 12 号华湘公寓 3 号
联系电话：0731-58529060 传真：0731-58527435

湖南国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22 人）
执业证书号：43040004
主任会计师：尹志平 邮编：411104
办公地址：湘潭市河东大道 7 号通润大厦 3 楼
联系电话：0731-58565343 传真：0731-58565343

湘潭诚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4 人）
执业证书号：43040005
主任会计师：彭社英 邮编：411228
办公地址：湘潭县城凤凰路 239 号（县审计局院内）
联系电话：0731-57882105 传真：0731-52520511

湘乡兴湘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40006
主任会计师：沈志强 邮编：411400
办公地址：湘乡市望春门办事处桑梅路 55 号
联系电话：0731-57882105 传真：0731-56781252

湘潭宏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40007
主任会计师：傅玉珍 邮编：411100
办公地址：湘潭市雨湖区广云路 593 号 1 栋 1 单元
联系电话：0731-52524237 传真：0731-52524237

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湘潭分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300014303
分所负责人：陈迎国 邮编：411100
办公地址：湘潭市雨湖区韶山中路 6 号
联系电话：0731-58251151 传真：0731-58253627

湖南鹏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湘潭分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44304
分所负责人：刘泽华 邮编：411104
办公地址：湘潭市宝塔街道芙蓉路 3 号高新科技大厦 9 楼 909 室
联系电话：0731-52728088 传真：0731-52861028

●衡阳市：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15 家
注册会计师 100 人

湖南天翼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3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01
主任会计师：吴 刚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环城北路 70 号
联系电话：0734-8261550 传真：0734-8132089

湖南华鹏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3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02
主任会计师：李晓红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解放西路 7 号西城大厦 C 栋 7 楼
联系电话：0734-8249240 传真：0734-8249554

湖南金马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2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03
主任会计师：谭德云 邮编： 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蒸湘北路 14 号 4 楼
联系电话：0734-8270235 传真：0734-8237063

耒阳腾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06
主任会计师：李佳菊 邮编：421800
办公地址：耒阳市蔡池路 65 号耒阳市审计局院内
联系电话：0734-4333193

湖南良才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09
主任会计师：欧阳丽娟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解放大道众鑫大厦 303室
联系电话：0734-8271616 传真：0734-2889288

衡山恒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0
主任会计师：张邵阳 邮编：421300
办公地址：衡山县开云镇人民西路 146 号
联系电话：0734-5812495 传真：0734-5812495

常宁新世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2
主任会计师：杨赛珍 邮编：421500
办公地址：常宁市宜阳镇泉峰西路 18 号
联系电话：0734-7234128 传真：0734-7234128

衡东昊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3
主任会计师：陈中明 邮编：421400
办公地址：衡东县城关镇文冲路
联系电话：0734-5236707 传真：0734-5236707

衡阳明珠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4
主任会计师：陈伟华 邮编：421600
办公地址：祁东洪桥镇石门路县财政局办公楼 1 楼
联系电话：0734-6258560 传真：0734-2880658

湖南兴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5
主任会计师：单龙生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石鼓区解放路 98 号 4 楼
联系电话：0734-8141028 传真：0734-8141028

衡南三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6
主任会计师：符跃进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蒸湘北路附 111 号
联系电话：0734-8196380 传真：0734-8196380

湖南天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8
主任会计师：黄晓辉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蒸湘南路 29 号(石油大厦 6 楼)
联系电话：0734-8158048 传真：0734-8597591

湖南晖帆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19
主任会计师：罗卫东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华新开发区长湖北路 8 号
联系电话：0734-8897957 传真：0734-8897973

湖南德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50020
主任会计师：王延彬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华新开发区解放大道 12号名城大厦 616室
联系电话：0734-2890898 传真：0734-2890898

湖南中信高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衡阳分所（CPA 9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054311
分所负责人：罗 平 邮编：421001
办公地址：衡阳市华新开发区管委会 6 楼
联系电话：0734-8868391 传真：0734-8868891

●邵阳市：会计师事务所 6 家
注册会计师 59 人

湖南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21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02
主任会计师：黄泽亮 邮编：422000
办公地址：邵阳市西湖路老干所 2 楼
联系电话：0739-5311268 传真：0739-5311268

邵阳东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09
主任会计师：舒善国 邮编：422800
办公地址：邵东县两市镇建设北路 67 号
联系电话：0739-2728000 传真：0739-2381770

邵阳金山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10
主任会计师：蒋建明 邮编：422900
办公地址：邵阳市新邵县酿溪镇大新街 34 号
联系电话：0739-3661005 传真：0739-3661889

湖南天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7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15
主任会计师：胡 珍 邮编：422000
办公地址：邵阳市西湖路宝庆星都北 2栋 2单元 14楼 1405室
联系电话：0739-5327708 传真：0739-5327708

邵阳天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2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16
主任会计师：彭爱南 邮编：422000
办公地址：邵阳市宝庆中路金源大厦一楼 14 号
联系电话：0739-5326708 传真：0739-2354968

邵阳人和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60018
主任会计师：肖茂林 邮编：422000
办公地址：邵阳市大祥区大祥坪 1 号综合楼
联系电话：0739-2266348 传真：0739-2266348

●岳阳市：会计师事务所 7 家
注册会计师 187 人

湖南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CPA 17 人）
执业证书号：43070003
主任会计师：李 威 邮编：414000
办公地址：岳阳市南湖大道银都大厦 10 楼 AB 座
联系电话：0730-8246928 传真：0730-8214228

湖南公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24 人）
执业证书号：43070004
主任会计师：雷智茗 邮编：414000
办公地址：岳阳市南湖风景区求索东路林业科技大楼 5 楼
联系电话：0730-8841715 传真：0730-8841715

湖南安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80 人）
执业证书号：43070006
主任会计师：谭秋云 邮编：414000
办公地址：岳阳市南湖大道 626号原纺织工业局办公楼 6楼
联系电话：0730-8850536 传真：0730-8843999

湖南中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4 人）
执业证书号：43070007
主任会计师：陈奉明 邮编：414000
通讯地址：岳阳市金鹗东路 18 号鑫汇来大厦 6 楼
联系电话：0730-8601723 传真：0730-8601728

湖南天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6 人）
执业证书号：43070008
主任会计师：刘水望 邮编：414000
通讯地址：岳阳市金鹗东路 223 号通海大楼 9 楼
联系电话：0730-8358518 传真：0730-8358518

湖南恒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70010
主任会计师：彭岳斌 邮编：414000
办公地址：岳阳市站前西路华嵩大厦 4 楼
联系电话：0730-8284396 传真：0730-8284067

湖南佳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7 人）
执业证书号：43070011
主任会计师：陈岳明 邮编：414000
办公地址：岳阳市市委大院 19 栋 5、6 楼
联系电话：0730-8886136 传真：0730-8887586

●永州市：会计师事务所 5 家
注册会计师 26 人

永州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9 人）
执业证书号：43080001
主任会计师：尹维一 邮编：425000
办公地址：永州市冷水滩翠竹路 14 号
联系电话：0746-8366536 传真：0746-8366536

永州华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7 人）
执业证书号：43080004
主任会计师：唐国华 邮编：425006
办公地址：永州市零陵区南津中路 3 号财政局 2 楼
联系电话：0746-2889012 传真：0746-6222292

宁远疑山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80006
主任会计师：欧阳万友 邮编：425600
办公地址：宁远县舜陵镇泠江路 37 号
联系电话：0746-7229952 传真：0746-7226111

永州信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80007
主任会计师：王国彦 邮编：426100
办公地址：祁阳县浯溪镇民生北路 25 号
联系电话：0746-3221757 传真：0746-3221757

永州诚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80010
主任会计师：周晓鸣 邮编：425300
办公地址：道县濂溪北岸 49 号移民大厦 1 楼
联系电话：0746-5234681 传真：0746-5234681

●郴州市：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12 家
注册会计师 64 人

郴州金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4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2
主任会计师：李恒东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开发区七里大道 138 号
联系电话：0735-2169118 传真：0735-2169118

郴州金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3
主任会计师：刘晓明 邮编：424400
办公地址：郴州市桂阳县城关镇向阳路 22 号
联系电话：0735-7573529 传真：0735-4434678

郴州贝安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4
主任会计师：贺检苟 邮编：423600
办公地址：郴州市安仁县城关镇安康路 48 号
联系电话：0735-5223302 传真：0735-5223302

郴州同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8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5
主任会计师：黄仁合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国庆北路 18 号友谊中皇城 10 楼
联系电话：0735-2230966 传真：0735-2237966

郴州延茂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6
主任会计师：陈茂涛 邮编：424200
办公地址：郴州市宜章县文明南路 31 号
联系电话：0735-3717955 传真：0735-3717955

郴州正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8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7
主任会计师：周小雄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沿江路审计局住宅院内
联系电话：0735－2891208 传真：0735－2898694

郴州统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8
主任会计师：王芳清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中山路北街 95 号
联系电话：0735-2231594

郴州银都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09
主任会计师：李方权 邮编：423300
办公地址：永兴县城关镇大桥路 16 号
联系电话：0735-5523671 传真：0735-5520225

湖南鹏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郴州分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200144309
分所负责人：魏祥鲁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城市广场二期北湖新世界 A 单元 140A03 号
联系电话：0735-2821551 传真：0735-2821551

湖南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郴州分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64309
分所负责人：曾利辉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中山北街 91 号建行办公楼 4 楼
联系电话：0735-2483809 传真：0735-2483853

郴州林森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10
主任会计师：罗红菊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文化路 73 号
联系电话：0735-8338018 传真：0735-8338018

郴州骏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090011
主任会计师：颜红俊 邮编：423000
办公地址：郴州市五岭大道招商广场大楼 416 室
联系电话：0735-2877237

●常德市：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10 家
注册会计师 75 人

常德伟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100011
主任会计师：章 忠 邮编：415600
办公地址：安乡县城关镇一环中路 246 号
联系电话：0736-4323655 传真：0736-4323655

桃源丰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100012
主任会计师：赵德权 邮编：415700
办公地址：桃源县漳江镇莲花湖社区荷花路 18 号
联系电话：0736-6623551 传真：0736-6682276

湖南德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19 人）
执业证书号：43100013
主任会计师：徐志初 邮编：415101
办公地址：常德市鼎城区武陵镇阳明路鼎城区财政局办公大楼 5楼
联系电话：0736-7370887 传真：0736-7370887

常德德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100015
主任会计师：杨志龙 邮编：415300
办公地址：石门县楚江镇澧阳中路 045 号
联系电话：0736-5323384 传真：0736-5323384

常德智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100014
主任会计师：黄维红 邮编：415500
办公地址：澧县澧阳镇澹阳居委会解放路 100 号
联系电话：0736-3224152 传真：0736-3259957

常德源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3 人）
执业证书号：43100016
主任会计师：吴明元 邮编：415400
办公地址：津市市九澧大道新财政宿舍 5 栋 301 室
联系电话：0736-4207638 传真：0736-4207638

临澧方诚泰隆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CPA 4 人）
执业证书号：43100017
主任会计师：徐先锋 邮编：415200
办公地址：临澧县安福镇楚园路 100 号
联系电话：0736-5822828 传真：0736-5822828

湖南里程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常德分所（CPA 18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34301
分所负责人：左光涛 邮编：415000
办公地址：常德市育才路泓鑫城市花园商务楼 4 楼
联系电话：0736-7213008 传真：0736-7213007

湖南天平正大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常德分所（CPA 12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044302
分所负责人：侯 锋 邮编：415000
办公地址：常德市育才路迅华大厦 7 楼
联系电话：0736-7210268 传真：0736-7210268

湖南恒信弘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分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0100164310
分所负责人：冯凡荣 邮编：415000
办公地址：常德市育才东路金色文苑办公楼 601 号
联系电话：0736-7763152 传真：0736-7763152

●益阳市：会计师事务所 6 家
注册会计师 39 人

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7 人）
执业证书号：43110002
主任会计师：杨 静 邮编：413000
办公地址：益阳市康富南路文化大楼 4 楼
联系电话：0737-4243908 传真：0737-4247888

益阳凌云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110005
主任会计师：张介凡 邮编：413100
办公地址：沅江市永安东路 9 号
联系电话：0737-2738988传真：0737-2738988

益阳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0 人）
执业证书号：43110007
主任会计师：肖庆苏 邮编：413002
办公地址：益阳市桃花仑东路 624 号
联系电话：0737-4439107传真：0737-4425789

益阳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110010
主任会计师：姚小平 邮编：413000
办公地址：益阳市益阳大道 318 号
联系电话：0737-4390939传真：0737-4390610

益阳新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2 人）
执业证书号：43110011
主任会计师：花秋玲 邮编：413500
办公地址：安化县东坪镇沿河街 92 号
联系电话：0737-7231682传真：0737-7231682

益阳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CPA 5 人）
执业证书号：43110012
主任会计师：谢继武 邮编：413400
办公地址：桃江县桃花江镇芙蓉路 63 号
联系电话：0737-8888198传真：0737-8888198

●娄底市：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8 家
注册会计师 74 人

娄底楚才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CPA 23 人）
执业证书号：43120001
主任会计师：郭玉祥 邮编：417000
办公地址：娄底市长青中街 4 号（山水大酒店 3 楼）
联系电话：0738－6422498传真：0738－8317231

湖南世纪龙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CPA 19 人）
执业证书号：43120002
主任会计师：曾伯俊 邮编：417000
办公地址：娄底市春园路 125 号
联系电话：0738-8314285�传真：0738-8213850

冷水江瑞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CPA 6 人)
执业证书号：43120003
主任会计师：刘 雄 邮编：417500
办公地址：冷水江市沿江路审计局院内 6 楼
联系电话：0738-5213456 传真：0738-521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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