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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谌泽民 龚立大 冉承茂 杨 志 肖 平 吕 俊 苏才华
周先斌
常德市信源司法鉴定所
住所：桃源县漳江镇渔父南路 8 号
电话：0736-6638056 许可证号：4308012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石长明 熊友元 向中一 向运成 何平力 刘 龙 李葵花
万 龙 程锡山 张新国 郑 平 赖道云 燕 智
常德市凯信司法鉴定所
住所：常德市人民西路 1799 号（常德市第七人民医院）
电话：0736-7255055 许可证号：430801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姚国太 杨廷发 龚惠明 彭家玉 彭仕龙 娄华英 黄忠梅
徐志敏 刘也平
湖南明鉴司法鉴定所
住所：常德市武陵区洞庭大道东段 361 号（排水管理处 2 楼）
电话：0736-7199122 许可证号：4308014
业务范围：机动车技术及交通事故鉴定、车辆价值评估鉴定
孙凯波 刘际海 曹先明 赵 斌 高 勇 廖启方 周隆国
万祖君 段永久
常德市广德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常德市武陵区人民东路 388 号
电话：0736-7788183 许可证号：4308015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
鉴定、微量物证鉴定、痕迹鉴定
魏尚典 向绪林 陈能志 潘道波 钟发平 计绍云 马明祥
何俊杰 胡丕清 李家才 孙贤德 卢和平 毛坤祥 黄 怡
杨泽刚 徐 平 贾若飞 李宪华 聂长庆 刘一岑 邵启军
钱超金 李 俊 左 强 鄢志刚 曹建华 徐万泉 文佳祥
宁福才 高德明 何利华 官建业 张国强 胡忠友 叶泽鑫
谢显忠 曾小兰 夏先考 黄 平 王 芳
常德市博联司法鉴定所
住所：常德市励志街（芷兰实验学校东侧）
电话：0736-7713508 许可证号：4308016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谭 玮 燕志雄 郭定善 王月芳 杨继文 朱光辉 顾 如
李廷平 易宏志 李泽蕴 陈红军 莫红霞 伍丽娟
常德市常价司法鉴定所
住所：常德市武陵区武陵大道北段常德市物价局院内
电话：0736-7893250 许可证号：4308017
业务范围：价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及交通事故鉴定、车辆价值
评估鉴定
谭 林 黄志成 滕国庆 罗自力 易伟献 杨家武 胡国栋
李华国 刘照玲 廖在利 高建设 刘仁军
常德市岐黄司法鉴定所
住所：常德市滨湖中路（市第一中医院内）
电话：0736-7233191 许可证号：430801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邵先舫 张宏伟 徐厚昌 刘志军 张宏波 熊昌本 黄会元
胡 志 邹建军 陈庆华 陈 伟

益阳市
益阳市方圆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桃花仑东路 624 号
电话：0737-4425789 许可证号：4310001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资产评估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肖庆苏 彭学文 杨 晖 王美英 范卫红 肖源芬 谭振坤
杨亚新 杨爱芬 匡益群 肖定苏 戴 斌 丁玉球
益阳资元天台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康富南路文化大楼四楼
电话：0737-4227604 许可证号：4310002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盛丽云 张旭峰 杨 静 喻月红 郭丽纯
益阳市精工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长益路 39 号
电话：0737-4245855 许可证号：4310003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汤世平 汤 军 何雨晨 曹国良
益阳市银城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康富北路 118 号
电话：0737-4222806 许可证号：431000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李子凡 胡友权 曾跃红 曹 诚 邹建军 肖金龙 龚吉文
陈 琳
益阳市辰峰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迎春路 7 号
电话：0737-7298075 许可证号：4310005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蒋新国 刘晓平 夏小雄 龚育凡 伍克平 曾 萍 杨兰斌
李长华
益阳市桃花江司法鉴定所
住所：桃江县桃江镇桃花东路 82 号（县人民医院门诊四楼）
电话：0737-8202760 许可证号：4310006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胡俊山 吴应强 汪 韬 钟升运 何 晋
益阳市协同司法鉴定所
住所：沅江市人民医院内
电话：13707373831 许可证号：4310007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王 萍 周普丰 周岁春 尹迎秋 陈 波 曾 春 胡友主
益阳市赤沙司法鉴定所
住所：南县人民医院
电话：0737-5225596 许可证号：431000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刘伏如 胡 锋 向佳新 张云亮 蒋 健 刘国友
益阳市金卫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路 88 号
电话：0737-4400449 许可证号：4310009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贾杏阳 靳亚勋 蔡凤姣 臧玉琳 张国伏 陈代祥 汤清明
黄述和 庄 亮
益阳市前进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五一西路 254 号
电话：0737-3332120 许可证号：4310010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
周浪舟 田元旭 周和中 谢红兵 黄 健 蒋跃先 鲁南方
胡益民 侯政阶 祁新蕾
益阳市梓山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
电话：0737-4424449 许可证号：431001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何小安 王许辉 高迪祥 杜映军 徐 鑫 谭江南 蒋庆年
王凤华 曹学才
益阳市明镜司法鉴定所
住所：桃江县中医院（县中医院门诊二楼）
电话：0737-8201920 许可证号：4310012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张应枚 刘中良 罗光辉 刘新华
益阳市萸江司法鉴定所
住所：安化县东坪镇沿江大道(县中医医院)
电话：0737-7222968 许可证号：431001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周培仁 曹国立 李星星 付湘英 周建黔 梁旭勤 胡加仁
益阳市三吉司法鉴定所
住所：益阳市大通湖区人民医院内
电话：0737-5662118 许可证号：431001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刘国斌 邓治国 赵 伟

郴州市
郴州正一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沿江路市审计局住宅大院
电话：0735-2884168 许可证号：4311001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周小雄 陈积朝 钟奇志 暨玉莲 黄艳林 李八杏 颜红俊
湖南正宏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郴州市健康路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楼
电话：0735-8889629 许可证号：4311002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文书鉴定、建筑工程造价
鉴定、资产评估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林业司法鉴定
李 兵 谭琳英 陈石玉 吴桂林 王艾平 李丽娟 颜 弘
曾林灿 李群杰 李 银 董形伟 唐志群 刘新良 胡甫喜
刘杜钢 杜启东 邓光闪 李明峰 陈志亮 何 韧 王燕平
何永明 胡海鸥 何天华 陈兵志 侯桂兰 邓贤恕 章 彤
郴州银光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郴州市桔井路 27 号
电话：0735-2873078 许可证号：4311003
业务范围：电力司法鉴定
江芳全 李佐汉 粟忠民 郭庆雄 王小敏 郭建辉 黄万益
张金春 钟秀德 何 洲 江滔泓
郴州市平阳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桂阳县城关镇芙蓉西路 18 号
电话：0735-4444455 许可证号：431100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邱锦文 郭碧霞 唐世斌 谢建华 邱显玉 张书清 刘 福
李友国
郴州市舜峰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临武县中医院县城关镇新建路 4 号县中医院
电话：0735-6328200 许可证号：4311005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周献京 李忠华 曹国章 曾贵强 周 松 邓文军 李成俊
夏华东
郴州市嘉民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嘉禾中医院
电话：0735-6622490 许可证号：4311006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黄乃矿 曾运雄 李纯基 曾铁军 全文剑 周新晨 胡平忠
胡 威 陈洪流
郴州市庆兴司法鉴定所
住所：资兴市唐洞新区晋宁路 58 号
电话：0735-3320348 许可证号：4311007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何丕雄 黄仁学 李际太 唐小文 何芬兰 李志梅 孙拥军
胡德柱 陈孝安
湘南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郴州市人民西路 25 号
电话：0735-2325189 许可证号：431100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
鉴定、文书鉴定
何 勇 王三富 李永斌 林云东 廖有祥 李 勇 刘忠元
陈虎云 段早红 唐垂祥 华力明 张孝成 谭东辉 李 杨
李民郴 李 庆 阳回生 欧矿生 陈新德 吴郴明 何良宏
唐周升 邓名禹
郴州市庐阳司法鉴定所
住所：汝城县城关镇环城西路 194 号
电话：0735-8223851 许可证号：4311009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朱春然 欧闽泉 朱武松 欧余成 何慧芬 王书荣 欧吉红
郴州市永乐司法鉴定所
住所：安仁县城关镇安康路 87 号
电话：0735-5222440 许可证号：431101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尹洪武 伍文清 陈小平 段柏华 罗石仔 刘洪流 李志坚
郴州市宏信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七里大道 132 号
电话：0735-2169299 许可证号：4311012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刘运华 万 林 王志华 唐四成 戴江福 刘日汇 皮贵秋
刘晓春 曹 星 肖亚中 曹瑜辉 郭诗崇 尹强文 陈柏华
兰 林 曹鹏程 余志国 李 雄 曹亚琴 王晓艳
郴州市旺昇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国庆南路 20 号
电话：0735-2230880 许可证号：431101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胡建辉 曹仁辉 王飞雄 邓柯红 廖标武 李振平 曹满清
曹新生
郴州市科诚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罗家井 102 号
电话：0735-2343036 许可证号：431101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谷运刚 曾德胜 喻正民 周宁雄 李晓鸿 雷晓明 李晓杰
胡玉林 周海军 谢建功 李建石 谷贤贵 程国哲
郴州市华建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苏仙区沿江路 38 号（龙船头）
电话：0735-7563039 许可证号：4311015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杨进俭 雷土桂 罗 婕
郴州市博雅司法鉴定所
住所：郴州市苏石路杨家坪 11 号
电话：0735-2192663 许可证号：4311016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
李育成 贺捷灵 罗祥华 骆 林 冯晓蓉 邹志文 蒋丽红
肖 敏

永州市
永州诚信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冷水滩区梅湾路翠竹商贸一街
电话：0746-8366162 许可证号：4312002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涉税鉴定
李恩鑫 唐扬太 李云华 徐成武 王福生
永州金诚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新田县龙泉镇新华西路 39 号
电话：0746-4716105 许可证号：431200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张云波 宋智发 郑民中 何柏生 朱新伟 乐宏文 邝长发
骆新波
永州潇湘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冷水滩区又一巷 21 号
电话：0746-8486023 许可证号：431200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陈赞宇 曾小龙 顾湘陵 黄立志 文德顺 罗炳辉 李荣如
谢晓云 陈建雄 王海潮 赵志平 曾雪昂
永州舜源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宁远县舜陵镇九疑南路 21 号
电话：0746-7221105 许可证号：4312005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谢夏德 唐成孝 陈仁发 张军辉 蒋玉明 匡伟生 王承旺
何辉平 周宏星 蒋纯志 姜昆山 黄太苏 欧阳兴中
欧阳新文 欧阳德群 欧阳旭俊
永州龙溪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东安县白牙市镇建设西路 150 号
电话：0746-4238220 许可证号：4312006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陈强华 唐国元 刘新华 唐 鸿 雷久迪 罗 衡 蒋永辉
席宏翔 龙跃进 邓小华 梅中俊 杨江勇 唐纬华 马向华
蒋松泉
永州浯溪司法鉴定所
住所：祁阳县浯溪镇民生南路 168 号
电话：0746-3238161 许可证号：4312007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陈泽华 张劲弩 唐合展 黎长友 唐建华 唐耀华 冯年新
蒋重阳 陈满秀 彭荣发
永州市泷泊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金石街 21 号
电话：0746-7722544 许可证号：431200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吕定华 张国华 吴荣德 屈新明 黄灿玲
永州市永明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江永县消浦镇知青路 33 号
电话：0746-5723901 许可证号：4312009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义国增 刘查定 朱文良 朱建忠 李建科
永州市冯河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苍松西路 2 号
电话：0746-2311984 许可证号：4312010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钟志杰 万荣军 朱建和 唐江林 王斌晖 熊克晓
永州市柳子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零陵区中山南路 120 号
电话：0746-6237350 许可证号：431201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唐武章 毛定华 李八统 胡克勤 周卫东 张明林 陈基善
金晨曦
永州市三蓝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塔峰路 32 号
电话：0746-2224386 许可证号：4312012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吕启贤 管财定 唐昭军 周佳玲 陈月嫦
永州市濂溪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道县道江镇寇公街 171 号
电话：0746-5235271 许可证号：431201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曾 华 何进阶 傅玉成 宋润清 何云 张毅萍 熊晓峰
永州市中泰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祁阳浯溪镇人民东路 322 号
电话：0746-3233678 许可证号：431201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周英保 蒋新元 陈红忠 郑元生 刘思华 袁 碧 谭楚平
永州市华林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州市零陵区南津中路 50 号
电话：0746-6222296 许可证号：4312015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唐国华 唐洲林 伍辉初 蒋君君 戴永红
永州市湘永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永州市冷水滩区逸云路 396 号
电话：0746-8373663 许可证号：4312016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肖东民 杨 铭 段顺元 杨平生 贺建平 李三元 左惠民
黄建清 刘 彬 姜德红 文 武 桂 彬 叶 明

怀化市
怀化市方兴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太平桥市场 4 号综合楼 2 楼
电话：0745-2291501 许可证号：4313001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涉税鉴定、资产评估
鉴定
滕青平 刘可良 张芷芳 刘锦云 刘明华 田晓明 张明海
滕召喜 张瑞义 况社生 张良池 李久平 曾祥军 杨精纯
吴永浩 李细先 卢洪玉 张桂芳 姚金梅 杨子辉
怀化市正兴司法鉴定所
住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渠阳西路
电话：0745-2825637 许可证号：431300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张少宏 佘湘群 关 午 曾祥彬 张在友 郑大伟 贺茂蕙
蒋柏桥 杨青和 杨春燕 黄泽亮 余鹏飞 文建平 刘 菁
肖晚姣 贺俊军 孙维华 向红云 徐志刚 陈跃明 段元明
怀化市方正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怀化市鹤城区天星路 231 号
电话：0745-2237907 许可证号：4313005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
鉴定
申小青 俞群军 尹辉明 邓 云 李 锐 陶自珍 张绪华
许燕山 朱智辉 朱新洪 兰序群 汤长清 邓水生 滕 军
莫敬清 王群星
怀化市博爱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湖天南路 65 号
电话：0745-2480189 许可证号：4313007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吴传荣 陈胜才 舒人九 马绍庆 周 侠 刘召民 吴 平
谢新年 夏宏再 童自谨 金 斌 申秀云 唐武军 洪 晖
李哲珍
怀化市清正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洪江区南岳路 8 号
电话：0745-7622223 许可证号：431300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向开兴 曾建洪 邓泽洪 黎开明 杨春桃 曾 刚 刘洪衡
肖建军
怀化市天剑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城中山路 82 号
电话：0745-6266968 许可证号：4313009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黄玉花 蒲祖煜 杨 敏 杨万金 吴祖南 曹日铨 吴承选
蔡正敏 杨遵勤 吴耀良
怀化市锦州司法鉴定所
住所：麻阳苗族自治县高村镇富州南路 135 号
电话：0745-5882066 许可证号：4313010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舒国军 张厚颂 滕明浩 欧军华 赵一鸣 覃七林 向军章
怀化市金剑司法鉴定所
住所：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平安街 2 号
电话：0745-8629113 许可证号：431301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石进良 吴祖政 杨克武 廖秉州 蒙志军 刘卫武
怀化市四方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沅陵县人民医院内
电话：0745-4225386 许可证号：431301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张长生 申勇健 陈文华 姬 凌 刘建设 向黎明 刘曾萍
唐明裕 李继军 张 胜 李立昕
怀化市鹤洲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正清路 431 号市中医院门诊二楼
电话：0745-2262362 许可证号：431301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李 唯 雷春湘 胡大江 唐 淼 李三忠 孙叙理 赵 利
李宏伟 唐 民 杨宏军 许云生 谢 文 彭云吉 全 勇
张佳波 陈继松
怀化市沅州司法鉴定所
住所：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凯旋路 11 号
电话：0745-6826200 许可证号：4313015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邓素勤 姚茂清 补明秀 谭守习 张秀品
怀化市升平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西路 248 号
电话：0745-2245529 许可证号：4313016
业务范围：林业司法鉴定
杨殿竹 向顺常 杨夕宽 向建华 贺水清 陶德树 袁旭辉
刘京阳 李宏国 李修才 陆居中 粟远和 刘国辉 全国忠
姚祖祥 贾 嘉
怀化市正威司法鉴定所
住所：溆浦县中医院门诊 12 楼
电话：0745-3320409 许可证号：4313017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陈 刚 向理满 张在杰 侯自强 唐筱球 曹怀焱 姜顺民
李冬阳 解庆华 舒清伟
怀化市周壹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辰溪县辰阳镇双溪口街
电话：0745-5258163 许可证号：431301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滕文凯 易代联 刘克旺 黄堂和 姚茂兴 阳建萍 邬 勇
杨兴煌 简自兰
怀化市利阳司法鉴定所
住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鹤山路 72 号
电话：0745-8257950 许可证号：4313019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黄 锋 李志勇 彭忠相 黄 平 米贤洋 李 靖 滕方遒
刘宇香
湖南明信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怀化市锦溪南路锦溪星园 4 楼
电话：0745-2553588 许可证号：4313020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资产评估鉴定、房地
产评估鉴定、涉税鉴定、土地评估鉴定
王春明 周 英 张文华 刘湘洪 金英超 熊 勇 司金山
彭 欣 谢文阁 刘 穗 廖 罗 邓剑明 唐文勇 邹芝腾
罗定祥 崔 阳 刘卫东 廖志刚 王国勋 贺杯生
怀化市天信司法鉴定所
住所：洪江市黔城镇五里牌
电话：0745-7316445 许可证号：431302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田祖华 段承杰 钦永彩 曾令明 蒋建明
怀化市泰信司法鉴定所
住所：怀化市迎丰中路太平桥工商大厦十楼
电话：0745-2260088 许可证号：4313022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涉税鉴定
全国军 王灵英 张 龙 王义林 唐 勇 申长庚 俞湘蕾
黄纯华 王定银 蒋平初 张亚丁 向青山 彭锡初
怀化市旭日司法鉴定所
住所：会同县林城镇东门街 275 号
电话：0745-8825131 许可证号：4313023
业务范围：林业司法鉴定
蒋玉璋 王俪玲 张 弛 陈善喜 梁文斌 李红东

娄底市
娄底市湘中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娄底市卫校附属医院内
电话：0738-8317198 许可证号：431400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
鉴定
沈序德 刘伯良 蒋丽萍 邓志喜 刘 霞 叶 可 唐小明
刘小琴 杨 伟 谢春华 刘志晖 颜碧英 曾介良 刘志雄
刘正莲 李红辉 陈跃平 刘志生 邓志刚 周衡海 张迪平
聂黎明 吉资江 李红兵 朱艳平 梁桂林 方晓英 谢再光
伍国荣 倪 俊 刘钦来
娄底市楚才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长青中街 4 号（山水大酒店 3 楼）
电话：0738-6422499 许可证号：4314002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资产评估鉴定、涉税
鉴定
郭玉祥 肖振红 孙样春 曾春华 朱恺元 邵雄峰 王光华
欧国然 刘爱华 龚女英 杨蓉森 曹青云 王运辉 李立和
苏智新 曾海南 胡增明 胡永娇 郑翠云 曾 艳 肖红平
欧阳立新
娄底市正中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双峰县永丰镇复兴中路 24 号
电话：0738-6825768 许可证号：431400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张典财 谢录中 赵汉文 杜红军 孙絮柳 唐卫平 杨远文
贺立群 朱双辉
娄底市锑都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冷水江市健康路 1 号
电话：0738-5222698 许可证号：431400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刘让光 苏放文 袁险峰 张贻戡 向国贤 谭友阳 梁正新
李宁利 王海波 刘四海 邓亦雄 张四梅 曹 野 黄跃球
唐文斌 孙 俊 罗德华 李民雄
娄底市赛福特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育才路贤童街 8 号第一建筑公司六楼
电话：0738-8289928 许可证号：4314005
业务范围：矿山及地质损害鉴定、危险化学品安全鉴定
朱龙辉 岳利民 张洪胜 戴抗明 申学华 杨剑新 朱权庆
刘建洲 谢运君 刘映军 张和平 贺朝松 刘国龙 刘和祥
唐 涛 陈健民 刘汉雄 成菊玉
娄底市梅山司法鉴定所
住所：新化县上梅镇人民路 30 号
电话：0738-3513958 许可证号：4314006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肖利才 曾若戈 邹跃飞 龚梅惠 邹绿清 晏新卫 龚伏洪
陈承祖 戴韶元 刘卫平 伍冷露 潘 俐 陈寄明 贾文勇
袁光跃 李继华 张 彪 李 华 邹同祥 伍锦平 刘克勤
张先科 叶恒山 刘建平 罗煦春 龚志军 袁卫民 谢希熙
娄底市蓝天司法鉴定所
住所：涟源市光文村桑枣坪广场
电话：0738-4490120 许可证号：4314007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李超民 刘煦含 吴 卫 彭喜初 黄根发 龙建新 颜益祥
李仲连 刘 娴 吴喜南
娄底市星光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长青中街 51 号中心医院综合楼一楼
电话：0738-8527968 许可证号：431400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孙建华 李 刚 童作明 王小东 吴 群 周永升 龚尧峰
曾文革 曾秋华 杜友红 刘晓明 龚汉仁 邓小金 肖 扬
陈梅桂 王月容 刘希贤 刘光辉 龚铁逢 邹新华 龙国祥
伍旭辉 卢小刚 张艳红 谭华清 刘玉峰 刘海潮 黄暾昇
周智虹 彭细峰 曾国平 聂永庚 陈 健 廖海球 姜新萍
娄底市星罡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长青西街(娄星区司法局五楼)
电话：0738-8803666 许可证号：4314009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机动车技术及交通事故
鉴定、价格评估鉴定、涉保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叶玉龙 曾彩云 李 屹 邓新兵 岳志辉 李德光 段旭东
李清奇 刘君华 朱阳生 喻振璜 邓向军 谭文迪 柳冬耕
颜桂兴 刘黎波 邓意志 陈求坚 王 也
娄底市世纪龙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春园路 125 号
电话：0738-8314285 许可证号：4314010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资产评估鉴定
曾伯俊 申小凤 陈晶玉 贺琍萍 李彦荣 邓志方 李卫平
刘志刚 李志义 吴应喜 陈春风 王威然 张永忠 吴 红
娄底市永正司法鉴定所
住所：娄底市双峰县永丰镇医院路 5 号
电话：0738-6856001 许可证号：431401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陈铁汉 凌立中 陈雪峰 钟卫平 贺咸西 朱维江 徐辉平
朱贤竹 罗友培 朱能文 杜长安 刘新智 王定文 左方林
刘迎建 曹跃军 朱素云 罗梅华
娄底市旭日司法鉴定所
住所：冷水江市广场路 2 号
电话：0738-5252128 许可证号：4314012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张俊清 秦友洪 张 潇 喻姿容 李永存 唐跃良 张良国
李少飞
娄底市湘晨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娄底市娄星区长青中街 75 号
电话：0738-6693799 许可证号：4314013
业务范围：房地产评估鉴定、房屋权属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彭逢林 刘解文 李兴旺 周荣格 周 串 朱昶敏 贺 金
周泽鸿 龚志坚 刘向胜 刘春辉 王丰福 李国清 毛 炜

湘西自治州
湖南锦兴司法鉴定所
住所：吉首市人民北路 57 号
电话：0743-8223532 许可证号：4315001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资产评估鉴定
满延锦 梁朝晖 田芳敏 周秀华 曹继旺 宋开元 赵吉辉
湖南武陵司法鉴定所
住所：永顺县灵溪镇大桥街 801 号
电话：0743-5225437 许可证号：4315003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
蒋克武 田祖久 张 智 涂金桃 孙圣琦
湘西州龙腾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吉首市政法街(光明大桥头)
电话：0743-2123773 许可证号：431500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文书鉴
定、机动车技术及交通事故鉴定
姜麒麟 谭晓文 田小红 张元坤 王 浩 龙万挺 龙自正
龙明生 龚家武 胡世贵 高克云 张命佐 张灵生 童 庆
全学鳌 覃开良 杜胜泉 向吉富 张明洪 冯季英 杨小勇
陈雨亭
湘西州擎天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吉首市武陵东路商业城金座 1－5 层
电话：0743-2124815 许可证号：4315005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
鉴定
高生发 张世林 熊太平 黄生余 杜 菡 刘益荣 刘靖辉
余孟郊 田维茂 向志钢 吴长初 杨荣强 吕江明 向 蓉
陈民敬
湘西州沅水司法鉴定所
住所：泸溪县白沙镇建设北路 393 号
电话：0743-4260156 许可证号：4315006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李诗友 唐 瑜 符付献 张清贵 刘欢发 张功强
湘西州凤凰司法鉴定所
住所：湘西州凤凰县沱江镇新凤凰路
电话：0743-3221466 许可证号：4315007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隆吉河 裴庆生 郑根堂 杨通宝 杨秀凤 谭 晖 张建球
林 勇 邓德建 涂俊辉 吴兴武 吴丁庆 杨晓东 周 星
樊清燕 杨昌山
湘西州吉顺司法鉴定所
住所：吉首市人民北路 95 号湘泉步行街 B 栋四楼
电话：0743-8723938 许可证号：4315008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资产评估鉴定
鲍中顺 陈胜梅 张吉宽 李久源 罗友才 向成绪 舒孝宇
张 冰 谌晓益 龙春旭
湘西州红石林司法鉴定所
住所：古丈县古阳镇红星小区
电话：0743-4724120 许可证号：4315009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刘大驰 刘朝晖 吴心宏 田家仕 彭晓红 李 民 刘清方
湘西州天顺司法鉴定所
住所：湘西州永顺县灵溪镇团结路
电话：0743-5223001 许可证号：4315010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田吉云 米贤忠 朱定菊 符合坤 宋维清 田志友 董祖信
吴成平 李之凤
湘西州金思维司法鉴定所
住所：吉首市石家冲办事处人民北路 50 号
电话：0743-8227292 许可证号：4315012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资产评估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邓德胜 田志碧 朱晓明 宋 波 田玉莲 何梅芝 杨德涛
张俊峰 石胜权
湘西州仁信司法鉴定所
住所：龙山县民安街道办事处城北路 39 号
电话：18707437857 许可证号：431501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向家生 彭清茂 田永波 向永发 符光烈 贾 琳 向正龙
周 翔 李代松 袁世福 彭继胜 田明发
湘西州双雄司法鉴定所
住所：湘西州花垣县建设中路 21 号
电话：0743-7223786 许可证号：431501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张明忠 张安顺 陈强军 梅文胜 石仕兴 易继业 吴家尤

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正大司法鉴定所
住所：慈利县零阳镇东街 64 号（人民医院内）
电话：0744-3238151 许可证号：4316001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周光辉 彭辉庭 戴成欣 林小平 李文建 卢先军 彭 庆
王章云 吴 穷 唐国政 杨 弃 戴 芹
张家界市杏林司法鉴定所
住所：桑植县澧源镇文明路中医院院内
电话：0744-6246408 许可证号：4316002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谷志优 彭贤望 黄庭山 李如猛 危光明 钟晓英
张家界市天正司法鉴定所
住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回龙路 33 号
电话：0744-8266005 许可证号：4316003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曾文胜 伍庆国 李兴刚 邓 琼 黄栋浩 丁和平 汤芳生
刘宁飞 侯启柱 覃正模 李兴平 汪智勇 贵树金 张长欣
罗鹏飞 覃双福
张家界市维民司法鉴定所
住所：张家界市永定区古庸路 8 号市人民医院
电话：0744-8223989 许可证号：4316004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秦 勤 姚媛贞 陈功波 王文生 肖章建 覃大海 屈家虎
徐永中 刘隆军 张五一 吴廷文 周胜勇 高祚芝 熊廷刚
丁建平 田继先 龚雪平 龙卫东 张 林
张家界市方民司法鉴定所
住所：张家界市古庸路 320 号市商务局三楼
电话：0744-8224478 许可证号：4316005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谌英烈 王 丽 朱吉慈 李华林 彭锡明 谭向阳 曹琼瑶
肖文琪 戴立新
张家界市安泰司法鉴定中心
住所：张家界市古庸路金领国际大厦 910 室
电话：0744-8268825 许可证号：4316007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房屋权属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朱锦章 欧俊姬 杨志勇 黄深海 张丕达 欧子荣 田 晟
郑拥军
张家界市天星司法鉴定所
住所：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县人民医院)
电话：0744-6227190 许可证号：4316008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廖吉林 黄生念 覃遵祥 彭振华 彭 平 熊孟春 刘华玉

注：湖南省湘政司法鉴定所、湖南省华寅司法鉴定所、衡阳市
鼎山司法鉴定所、 岳阳市精益司法鉴定所、 邵阳市东风司法鉴定
所、 张家界市金正司法鉴定所已注销登记, 湖南省马王堆司法鉴
定中心、株洲市石峰司法鉴定所暂缓名册公告

公告 15２０12年10月9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