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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

定》）、《四川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和司法部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

第９５号）、《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９６号），以及 《司法鉴定人和司法

鉴定机构名册管理办法》 （司发通 〔２０１０〕８４号）的有关规定，四川省司法厅编制了

２０１８年度 《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 （四川省分册）》（以下简称 《名册》）。

根据 《决定》和 《四川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的规定，司法机关、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在诉讼活动中对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凡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环境损害类

及其他类事项需要进行鉴定的，应当委托本 《名册》中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和

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

２０１８年 《名册》先分业务范围再按市州排序，编排方法如下：１．司法鉴定机构按照

鉴定业务范围具体排序为：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机动车类，会计、评估

类，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产品质量类，涉农类，知识产权类，其他类；２．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取代原机构许可证号；３．执业证号为１２位数：１、２位数为省市代码，

３、４位数为市州代码，５、６位数为办证年号，７、８、９位数为司法鉴定人原许可证号后

三位数，１０、１１、１２位数为序列号；４．“ＣＭＡ”，表明该机构取得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鉴定机构按照证书确定能力范围的鉴定项目可使用 “ＣＭＡ”标志；“ＣＮＡＳ”，表

明该机构取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或检验机构认可证书，鉴定机构按照

证书确定能力范围的鉴定项目可使用 “ＣＮＡＳ”标志；５．法医精神病鉴定范围：Ｂ类限从

事法律能力评定、精神伤残程度评定、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精神损伤程度评定及与精神损

伤相关的伤病关系鉴定、护理依赖程度评定、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后续治疗项目

和时限评定、劳动能力评定等，Ｄ类限从事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名册》编制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名册》编制截止日期以后司法鉴定人

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变更情况，可向四川省司法厅询问或登录四川省司法厅网站查询，或要

求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出示其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和 《司法鉴定许可证》。查询

及举报电话：０２８－８６５１２８５７，网址：ｗｗｗｓｃｓｆｇｏｖｃｎ。

四川省司法厅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２
!!!!!!!!!!!!!!!!!!!!!!!

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３
!!!!!!!!!!!!!!!!!!!!!!!!

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ＣＭＡ） ６
!!!!!!!!!!!!!!!!!!!!!!!!!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８
!!!!!!!!!!!!!!!!!!!!!!!!

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 １０
!!!!!!!!!!!!!!!!!!!!!!!!!!!

四川协和法医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１１
!!!!!!!!!!!!!!!!!!!!!!!!!

四川省人民医院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１２
!!!!!!!!!!!!!!!!!!!!!!!

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１３
!!!!!!!!!!!!!!!!!!!!!!!!!!!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１４
!!!!!!!!!!!!!!!!!!!!!!!!!!!!

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ＣＭＡ） １４
!!!!!!!!!!!!!!!!!!!!!!!!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１５
!!!!!!!!!!!!!!!!!!!!!!!

四川火灾物证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１７
!!!!!!!!!!!!!!!!!!!!!!!!!!

四川中信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１８
!!!!!!!!!!!!!!!!!!!!!!!!!!!!

四川荣康司法鉴定所 １９
!!!!!!!!!!!!!!!!!!!!!!!!!!!!!!!!

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１９
!!!!!!!!!!!!!!!!!!!!!!!!!!!!

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２０
!!!!!!!!!!!!!!!!!!!!!!!!!

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２１
!!!!!!!!!!!!!!!!!!!!!!!!!!

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２２
!!!!!!!!!!!!!!!!!!!!!!!!!!!!

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２２
!!!!!!!!!!!!!!!!!!!!!!!!!!!

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２４
!!!!!!!!!!!!!!!!!!!!!!!!!!!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２５
!!!!!!!!!!!!!!!!!!!!!!!!!!!

成都精卫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２６
!!!!!!!!!!!!!!!!!!!!!!!!!!!!

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ＣＭＡ） ２６
!!!!!!!!!!!!!!!!!!!!!!!

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２８
!!!!!!!!!!!!!!!!!!!!!!!!!!!!

１



四川唯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２９
!!!!!!!!!!!!!!!!!!!!!!!!!!!!

四川科博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２９
!!!!!!!!!!!!!!!!!!!!!!!!!!!!

四川神琥司法鉴定所 ３０
!!!!!!!!!!!!!!!!!!!!!!!!!!!!!!!!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西科大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３０
!!!!!!!!!!!!!!!!!!!!!!!!!!

绵阳维益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３１
!!!!!!!!!!!!!!!!!!!!!!!!!!!

四川梓州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３２
!!!!!!!!!!!!!!!!!!!!!!!!!!!!

绵阳鼎立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３２
!!!!!!!!!!!!!!!!!!!!!!!!!!!!

四川三益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３３
!!!!!!!!!!!!!!!!!!!!!!!!!

四川民生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３４
!!!!!!!!!!!!!!!!!!!!!!!!!

三、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３４
!!!!!!!!!!!!!!!!!!!!!!!!!!!

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３６
!!!!!!!!!!!!!!!!!!!!!!!!!!!!

自贡正兴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３６
!!!!!!!!!!!!!!!!!!!!!!!!!!!!

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３７
!!!!!!!!!!!!!!!!!!!!!!!!!!!!

四川正泰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 ３７
!!!!!!!!!!!!!!!!!!!!!!!!!!!!

四、攀枝花市机构

攀枝花法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３８
!!!!!!!!!!!!!!!!!!!!!!!!!!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 ３９
!!!!!!!!!!!!!!!!!!!!!!

五、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４０
!!!!!!!!!!!!!!!!!!!!!!!!!!!

泸州正光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４１
!!!!!!!!!!!!!!!!!!!!!!!!!!!!

泸州永宁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４１
!!!!!!!!!!!!!!!!!!!!!!!!!!!!

泸州弘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４２
!!!!!!!!!!!!!!!!!!!!!!!!!!!!

西南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ＣＮＡＳ） ４２
!!!!!!!!!!!!!!!!!!!!!!

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４４
!!!!!!!!!!!!!!!!!!!!!!!!!!!

六、德阳市机构

德阳正源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４５
!!!!!!!!!!!!!!!!!!!!!!!!!!!

德阳百信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４５
!!!!!!!!!!!!!!!!!!!!!!!!!

德阳明睿司法鉴定所 ４６
!!!!!!!!!!!!!!!!!!!!!!!!!!!!!!!!

七、广元市机构

广元永泰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４７
!!!!!!!!!!!!!!!!!!!!!!!!!!!!

广元雄关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４８
!!!!!!!!!!!!!!!!!!!!!!!!!!!!

广元经纬医学司法鉴定所 ４８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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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利州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４９
!!!!!!!!!!!!!!!!!!!!!!!!!!!

八、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５０
!!!!!!!!!!!!!!!!!!!!!!!!!!!

九、内江市机构

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５１
!!!!!!!!!!!!!!!!!!!!!!!!!!!

四川谨诚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５２
!!!!!!!!!!!!!!!!!!!!!!!!!!!!

四川效率源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５４
!!!!!!!!!!!!!!!!!!!!!!!

十、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５４
!!!!!!!!!!!!!!!!!!!!!!!!!!!

十一、南充市机构

川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５６
!!!!!!!!!!!!!!!!!!!!!!!!!!

南充明澄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５７
!!!!!!!!!!!!!!!!!!!!!!!!!!!!

南充鼎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５８
!!!!!!!!!!!!!!!!!!!!!!!!!!!!

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 ５８
!!!!!!!!!!!!!!!!!!!!!!!!!!!!

十二、宜宾市机构

宜宾新兴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５９
!!!!!!!!!!!!!!!!!!!!!!!!!!!

四川金沙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１
!!!!!!!!!!!!!!!!!!!!!!!!!!!!

宜宾高州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１
!!!!!!!!!!!!!!!!!!!!!!!!!!!!

四川临港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２
!!!!!!!!!!!!!!!!!!!!!!!!!!!!

四川鑫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２
!!!!!!!!!!!!!!!!!!!!!!!!!!!!

四川中证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３
!!!!!!!!!!!!!!!!!!!!!!!!!

十三、广安市机构

广安世纪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６４
!!!!!!!!!!!!!!!!!!!!!!!!!!!

广安福源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５
!!!!!!!!!!!!!!!!!!!!!!!!!!!!

十四、资阳市机构

资阳求真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６６
!!!!!!!!!!!!!!!!!!!!!!!!!!!

四川普州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６
!!!!!!!!!!!!!!!!!!!!!!!!!!!!

十五、眉山市机构

眉山公信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６７
!!!!!!!!!!!!!!!!!!!!!!!!!!!

十六、达州市机构

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６８
!!!!!!!!!!!!!!!!!!!!!!!!!!!

３



达州广信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６９
!!!!!!!!!!!!!!!!!!!!!!!!!!!!

达州衡泰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７０
!!!!!!!!!!!!!!!!!!!!!!!!!!!!

达州正大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７０
!!!!!!!!!!!!!!!!!!!!!!!!!!!!

达州竹民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７１
!!!!!!!!!!!!!!!!!!!!!!!!!!!!

十七、巴中市机构

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７１
!!!!!!!!!!!!!!!!!!!!!!!!!!!!

十八、雅安市机构

雅安雅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７２
!!!!!!!!!!!!!!!!!!!!!!!!!!!

四川精心司法鉴定所 ７３
!!!!!!!!!!!!!!!!!!!!!!!!!!!!!!!!

四川元鼎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７３
!!!!!!!!!!!!!!!!!!!!!!!!!!!!

四川辅黎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７４
!!!!!!!!!!!!!!!!!!!!!!!!!!!!

十九、甘孜州机构

甘孜阳光司法鉴定中心 ７４
!!!!!!!!!!!!!!!!!!!!!!!!!!!!!!!

二十、阿坝州机构

阿坝正本司法鉴定中心 ７５
!!!!!!!!!!!!!!!!!!!!!!!!!!!!!!!

二十一、凉山州机构

凉山定音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７５
!!!!!!!!!!!!!!!!!!!!!!!!!!!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凉山分所 ７６
!!!!!!!!!!!!!!!!!!!!!!!!!!!

机动车类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 ７８
!!!!!!!!!!!!!!!!!!!!!!!!

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７９
!!!!!!!!!!!!!!!!!!!!!!!!!!

四川正刚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０
!!!!!!!!!!!!!!!!!!!!!!!!!

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１
!!!!!!!!!!!!!!!!!!!!!!!!!!!!

四川荣诚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２
!!!!!!!!!!!!!!!!!!!!!!!!!!!!

四川鼎盛司法鉴定所 ８２
!!!!!!!!!!!!!!!!!!!!!!!!!!!!!!!!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３
!!!!!!!!!!!!!!!!!!!!!!!!!!!!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８３
!!!!!!!!!!!!!!!!!!!!!!!!!!!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８４
!!!!!!!!!!!!!!!!!!!!!!!!!!!

四川火灾物证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５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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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信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５
!!!!!!!!!!!!!!!!!!!!!!!!!!!!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６
!!!!!!!!!!!!!!!!!!!!!!!!

成都兴中信旧机动车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８６
!!!!!!!!!!!!!!!!!!!!!!!!

四川科博司法鉴定所 ８７
!!!!!!!!!!!!!!!!!!!!!!!!!!!!!!!!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顺洁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７
!!!!!!!!!!!!!!!!!!!!!!!!!

三、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８８
!!!!!!!!!!!!!!!!!!!!!!!!!!!

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８９
!!!!!!!!!!!!!!!!!!!!!!!!!!!!

四、攀枝花市机构

攀枝花法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８９
!!!!!!!!!!!!!!!!!!!!!!!!!!

五、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９０
!!!!!!!!!!!!!!!!!!!!!!!!!!!

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０
!!!!!!!!!!!!!!!!!!!!!!!!!!!

六、德阳市机构

四川鉴真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１
!!!!!!!!!!!!!!!!!!!!!!!!!

七、广元市机构

四川金顺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２
!!!!!!!!!!!!!!!!!!!!!!!!!

八、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９２
!!!!!!!!!!!!!!!!!!!!!!!!!!!!!!!

九、内江市机构

内江天平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３
!!!!!!!!!!!!!!!!!!!!!!!!!

十、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９３
!!!!!!!!!!!!!!!!!!!!!!!!!!!!!!!

十一、南充市机构

四川天成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９４
!!!!!!!!!!!!!!!!!!!!!!!!!!!!!

十二、宜宾市机构

四川中山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５
!!!!!!!!!!!!!!!!!!!!!!!!!

宜宾南岸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５
!!!!!!!!!!!!!!!!!!!!!!!!!

５



十三、广安市机构

广安思源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６
!!!!!!!!!!!!!!!!!!!!!!!!!

广安巨丰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７
!!!!!!!!!!!!!!!!!!!!!!!!!!!!

十四、资阳市机构

四川尚科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９７
!!!!!!!!!!!!!!!!!!!!!!!!!!!!!

十五、巴中市机构

巴中先锋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９８
!!!!!!!!!!!!!!!!!!!!!!!!!!!!!

十六、雅安市机构

雅安市机动车检测站 ９９
!!!!!!!!!!!!!!!!!!!!!!!!!!!!!!!!

十七、眉山市机构

四川眉洲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９９
!!!!!!!!!!!!!!!!!!!!!!!!!!!!

十八、凉山州机构

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凉山分所 １００
!!!!!!!!!!!!!!!!!!!!!!!!!!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凉山分所 １００
!!!!!!!!!!!!!!!!!!!!!!!!!!

会计、评估类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鹏程司法鉴定所 １０３
!!!!!!!!!!!!!!!!!!!!!!!!!!!!!!!

四川建业司法鉴定所 １０３
!!!!!!!!!!!!!!!!!!!!!!!!!!!!!!!

四川通和司法鉴定所 １０４
!!!!!!!!!!!!!!!!!!!!!!!!!!!!!!!

四川信永中和司法鉴定所 １０４
!!!!!!!!!!!!!!!!!!!!!!!!!!!!!

四川恒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５
!!!!!!!!!!!!!!!!!!!!!!!!!!

四川海林司法鉴定所 １０５
!!!!!!!!!!!!!!!!!!!!!!!!!!!!!!!

四川经纬司法鉴定所 １０６
!!!!!!!!!!!!!!!!!!!!!!!!!!!!!!!

四川华意司法鉴定所 １０６
!!!!!!!!!!!!!!!!!!!!!!!!!!!!!!!

四川京都司法鉴定所 １０７
!!!!!!!!!!!!!!!!!!!!!!!!!!!!!!!

四川中砝司法鉴定所 １０７
!!!!!!!!!!!!!!!!!!!!!!!!!!!!!!!

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８
!!!!!!!!!!!!!!!!!!!!!!

四川利翔司法鉴定所 １０９
!!!!!!!!!!!!!!!!!!!!!!!!!!!!!!!

四川建科司法鉴定所 １０９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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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立信司法鉴定所 １１０
!!!!!!!!!!!!!!!!!!!!!!!!!!!!!!

四川中衡安信司法鉴定所 １１０
!!!!!!!!!!!!!!!!!!!!!!!!!!!!!

四川科达信司法鉴定所 １１１
!!!!!!!!!!!!!!!!!!!!!!!!!!!!!!

四川神州升泰司法鉴定所 １１２
!!!!!!!!!!!!!!!!!!!!!!!!!!!!!

四川标准司法鉴定所 １１２
!!!!!!!!!!!!!!!!!!!!!!!!!!!!!!!

四川中方司法鉴定所 １１３
!!!!!!!!!!!!!!!!!!!!!!!!!!!!!!!

四川朝辉司法鉴定所 １１４
!!!!!!!!!!!!!!!!!!!!!!!!!!!!!!!

四川平和司法鉴定所 １１４
!!!!!!!!!!!!!!!!!!!!!!!!!!!!!!!

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１１５
!!!!!!!!!!!!!!!!!!!!!!!

四川中联恒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１１６
!!!!!!!!!!!!!!!!!!!!!!!!!!

四川协合司法鉴定所 １１６
!!!!!!!!!!!!!!!!!!!!!!!!!!!!!!!

四川泰宇司法鉴定所 １１７
!!!!!!!!!!!!!!!!!!!!!!!!!!!!!!!

四川大成司法鉴定所 １１８
!!!!!!!!!!!!!!!!!!!!!!!!!!!!!!!

四川华威司法鉴定所 １１８
!!!!!!!!!!!!!!!!!!!!!!!!!!!!!!!

四川旌华司法鉴定所 １１９
!!!!!!!!!!!!!!!!!!!!!!!!!!!!!!!

四川德维司法鉴定所 １２０
!!!!!!!!!!!!!!!!!!!!!!!!!!!!!!!

四川衡立泰司法鉴定所 １２０
!!!!!!!!!!!!!!!!!!!!!!!!!!!!!!

四川实正司法鉴定所 １２１
!!!!!!!!!!!!!!!!!!!!!!!!!!!!!!!

四川普林司法鉴定所 １２１
!!!!!!!!!!!!!!!!!!!!!!!!!!!!!!!

四川华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２２
!!!!!!!!!!!!!!!!!!!!!!!!!!

四川金土地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２２
!!!!!!!!!!!!!!!!!!!!!!!!

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 １２２
!!!!!!!!!!!!!!!!!!!!!!!!!!!!!!!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 １２３
!!!!!!!!!!!!!!!!!!!!!!!!!!!!!!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１２３
!!!!!!!!!!!!!!!!!!!!!!!!!!!!!!!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１２４
!!!!!!!!!!!!!!!!!!!!!!!!!!!!!!

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 １２４
!!!!!!!!!!!!!!!!!!!!!!!!!!!!!!!

四川中正司法鉴定所 １２５
!!!!!!!!!!!!!!!!!!!!!!!!!!!!!!!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１２５
!!!!!!!!!!!!!!!!!!!!!!!!!!!!!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１２６
!!!!!!!!!!!!!!!!!!!!!!!!!!!!!!!

成都天圣国润司法鉴定所 １２７
!!!!!!!!!!!!!!!!!!!!!!!!!!!!!

成都中大司法鉴定所 １２７
!!!!!!!!!!!!!!!!!!!!!!!!!!!!!!!

成都永立司法鉴定所 １２８
!!!!!!!!!!!!!!!!!!!!!!!!!!!!!!!

四川兴良信司法鉴定所 １２９
!!!!!!!!!!!!!!!!!!!!!!!!!!!!!!

四川武兴司法鉴定所 １２９
!!!!!!!!!!!!!!!!!!!!!!!!!!!!!!!

四川蜀通司法鉴定所 １３０
!!!!!!!!!!!!!!!!!!!!!!!!!!!!!!!

四川信达司法鉴定所 １３０
!!!!!!!!!!!!!!!!!!!!!!!!!!!!!!!

四川嘉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１
!!!!!!!!!!!!!!!!!!!!!!!!

四川嘉汇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１
!!!!!!!!!!!!!!!!!!!!!!!

四川兴精诚司法鉴定所 １３２
!!!!!!!!!!!!!!!!!!!!!!!!!!!!!!

四川中天华正司法鉴定所 １３３
!!!!!!!!!!!!!!!!!!!!!!!!!!!!!

７



成都智信和司法鉴定所 １３３
!!!!!!!!!!!!!!!!!!!!!!!!!!!!!!

成都达远会计师事务所 １３３
!!!!!!!!!!!!!!!!!!!!!!!!!!!!!!

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 １３４
!!!!!!!!!!!!!!!!!!!!!!!!!!!!!!

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 １３４
!!!!!!!!!!!!!!!!!!!!!!!!!!!!!!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 １３５
!!!!!!!!!!!!!!!!!!!!!!!!!!!!!!

四川唯正司法鉴定所 １３６
!!!!!!!!!!!!!!!!!!!!!!!!!!!!!!!

四川大公司法鉴定所 １３６
!!!!!!!!!!!!!!!!!!!!!!!!!!!!!!!

四川金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７
!!!!!!!!!!!!!!!!!!!!!!!!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西科大司法鉴定中心 １３７
!!!!!!!!!!!!!!!!!!!!!!!!!!!!!

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 １３８
!!!!!!!!!!!!!!!!!!!!!!!!!!!!!!!

绵阳维益司法鉴定中心 １３９
!!!!!!!!!!!!!!!!!!!!!!!!!!!!!!

四川梓州司法鉴定所 １３９
!!!!!!!!!!!!!!!!!!!!!!!!!!!!!!!

绵阳鼎立司法鉴定所 １４０
!!!!!!!!!!!!!!!!!!!!!!!!!!!!!!!

三、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１４０
!!!!!!!!!!!!!!!!!!!!!!!!!!!!!!

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１４１
!!!!!!!!!!!!!!!!!!!!!!!!!!!!!!!

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 １４１
!!!!!!!!!!!!!!!!!!!!!!!!!!!!!!!

四、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１４２
!!!!!!!!!!!!!!!!!!!!!!!!!!!!!!

泸州正光司法鉴定所 １４３
!!!!!!!!!!!!!!!!!!!!!!!!!!!!!!!

泸州永宁司法鉴定所 １４３
!!!!!!!!!!!!!!!!!!!!!!!!!!!!!!!

五、德阳市机构

德阳正源司法鉴定中心 １４４
!!!!!!!!!!!!!!!!!!!!!!!!!!!!!!

四川杰灵司法鉴定所 １４４
!!!!!!!!!!!!!!!!!!!!!!!!!!!!!!!

六、广元市机构

广元利州司法鉴定中心 １４５
!!!!!!!!!!!!!!!!!!!!!!!!!!!!!!

广元永泰司法鉴定所 １４５
!!!!!!!!!!!!!!!!!!!!!!!!!!!!!!!

广元雄关司法鉴定所 １４６
!!!!!!!!!!!!!!!!!!!!!!!!!!!!!!!

七、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１４６
!!!!!!!!!!!!!!!!!!!!!!!!!!!!!!

八、内江市机构

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 １４７
!!!!!!!!!!!!!!!!!!!!!!!!!!!!!!

８



目　录

四川谨诚司法鉴定所 １４７
!!!!!!!!!!!!!!!!!!!!!!!!!!!!!!!

内江德胜司法鉴定所 １４７
!!!!!!!!!!!!!!!!!!!!!!!!!!!!!!!

内江恒鼎司法鉴定所 １４８
!!!!!!!!!!!!!!!!!!!!!!!!!!!!!!!

九、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１４９
!!!!!!!!!!!!!!!!!!!!!!!!!!!!!!

十、南充市机构

南充明澄司法鉴定所 １５０
!!!!!!!!!!!!!!!!!!!!!!!!!!!!!!!

川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１５０
!!!!!!!!!!!!!!!!!!!!!!!!!!!!!

十一、宜宾市机构

宜宾新兴司法鉴定中心 １５１
!!!!!!!!!!!!!!!!!!!!!!!!!!!!!!

四川金沙司法鉴定所 １５１
!!!!!!!!!!!!!!!!!!!!!!!!!!!!!!!

四川鑫正司法鉴定所 １５２
!!!!!!!!!!!!!!!!!!!!!!!!!!!!!!!

十二、广安市机构

广安巨丰司法鉴定所 １５２
!!!!!!!!!!!!!!!!!!!!!!!!!!!!!!!

十三、眉山市机构

眉山公信司法鉴定中心 １５３
!!!!!!!!!!!!!!!!!!!!!!!!!!!!!!

十四、达州市机构

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 １５３
!!!!!!!!!!!!!!!!!!!!!!!!!!!!!!

十五、巴中市机构

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 １５４
!!!!!!!!!!!!!!!!!!!!!!!!!!!!!!!

十六、雅安市机构

雅安雅正司法鉴定中心 １５５
!!!!!!!!!!!!!!!!!!!!!!!!!!!!!!

四川元鼎司法鉴定所 １５５
!!!!!!!!!!!!!!!!!!!!!!!!!!!!!!!

十七、阿坝州机构

阿坝正本司法鉴定中心 １５６
!!!!!!!!!!!!!!!!!!!!!!!!!!!!!!

十八、凉山州机构

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 １５６
!!!!!!!!!!!!!!!!!!!!!!!!!!!!!!!

９



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恒达建筑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５８
!!!!!!!!!!!!!!!!!!!!!!!

四川朋诚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５８
!!!!!!!!!!!!!!!!!!!!!!!!

四川建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１５８
!!!!!!!!!!!!!!!!!!!!!!!!!!!!

四川通和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５９
!!!!!!!!!!!!!!!!!!!!!!!!

四川正信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５９
!!!!!!!!!!!!!!!!!!!!!!!

四川海林司法鉴定所 １６０
!!!!!!!!!!!!!!!!!!!!!!!!!!!!!!!

四川中衡安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１
!!!!!!!!!!!!!!!!!!!!!!!!!!

北京君益致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１６１
!!!!!!!!!!!!!!!!!!!

四川德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６２
!!!!!!!!!!!!!!!!!!!!!!!!!!

四川汇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２
!!!!!!!!!!!!!!!!!!!!!!!!!!

四川科特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３
!!!!!!!!!!!!!!!!!!!!!!!!!!!!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１６３
!!!!!!!!!!!!!!!!!!!!!!!!!!!!

四川建明司法鉴定所 １６４
!!!!!!!!!!!!!!!!!!!!!!!!!!!!!!!

四川中正司法鉴定所 １６４
!!!!!!!!!!!!!!!!!!!!!!!!!!!!!!!

四川省坤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１６５
!!!!!!!!!!!!!!!!!!!!!

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 １６５
!!!!!!!!!!!!!!!!!!!!!!!!!!!!!!!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１６６
!!!!!!!!!!!!!!!!!!!!!!!!!!!!!!!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１６６
!!!!!!!!!!!!!!!!!!!!!!!!!!!!!!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１６７
!!!!!!!!!!!!!!!!!!!!!!!!!!!!!!!

四川神州升泰司法鉴定所 １６８
!!!!!!!!!!!!!!!!!!!!!!!!!!!!!

四川华意司法鉴定所 １６８
!!!!!!!!!!!!!!!!!!!!!!!!!!!!!!!

四川标准司法鉴定所 １６９
!!!!!!!!!!!!!!!!!!!!!!!!!!!!!!!

四川实正司法鉴定所 １６９
!!!!!!!!!!!!!!!!!!!!!!!!!!!!!!!

四川兴良信司法鉴定所 １６９
!!!!!!!!!!!!!!!!!!!!!!!!!!!!!!

四川嘉汇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０
!!!!!!!!!!!!!!!!!!!!!

中盛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０
!!!!!!!!!!!!!!!!!!!!!!!!!!

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７１
!!!!!!!!!!!!!!!!!!!!!!!!

四川中恒工程造价审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７１
!!!!!!!!!!!!!!!!!!!!!!!

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 １７２
!!!!!!!!!!!!!!!!!!!!!!!!!!!!!!

成都永立司法鉴定所 １７２
!!!!!!!!!!!!!!!!!!!!!!!!!!!!!!!

四川中天华正司法鉴定所 １７３
!!!!!!!!!!!!!!!!!!!!!!!!!!!!!

四川兴精诚司法鉴定所 １７３
!!!!!!!!!!!!!!!!!!!!!!!!!!!!!!

成都中大司法鉴定所 １７４
!!!!!!!!!!!!!!!!!!!!!!!!!!!!!!!

四川蜀通司法鉴定所 １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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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武兴司法鉴定所 １７４
!!!!!!!!!!!!!!!!!!!!!!!!!!!!!!!

四川正则建设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 １７５
!!!!!!!!!!!!!!!!!!!!!!!!!

二、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１７５
!!!!!!!!!!!!!!!!!!!!!!!!!!!!!!

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１７６
!!!!!!!!!!!!!!!!!!!!!!!!!!!!!!!

自贡正兴司法鉴定所 １７６
!!!!!!!!!!!!!!!!!!!!!!!!!!!!!!!

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 １７７
!!!!!!!!!!!!!!!!!!!!!!!!!!!!!!!

三、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１７７
!!!!!!!!!!!!!!!!!!!!!!!!!!!!!!

四、德阳市机构

四川正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８
!!!!!!!!!!!!!!!!!!!!!!!!!!

四川杰灵司法鉴定所 １７９
!!!!!!!!!!!!!!!!!!!!!!!!!!!!!!!

五、广元市机构

广元永泰司法鉴定所 １７９
!!!!!!!!!!!!!!!!!!!!!!!!!!!!!!!

广元雄关司法鉴定所 １７９
!!!!!!!!!!!!!!!!!!!!!!!!!!!!!!!

六、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０
!!!!!!!!!!!!!!!!!!!!!!!!!!!!!!

七、内江市机构

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１
!!!!!!!!!!!!!!!!!!!!!!!!!!!!!!

内江恒鼎司法鉴定所 １８１
!!!!!!!!!!!!!!!!!!!!!!!!!!!!!!!

八、南充市机构

川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２
!!!!!!!!!!!!!!!!!!!!!!!!!!!!!

九、宜宾市机构

宜宾新兴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２
!!!!!!!!!!!!!!!!!!!!!!!!!!!!!!

十、广安市机构

广安巨丰司法鉴定所 １８３
!!!!!!!!!!!!!!!!!!!!!!!!!!!!!!!

十一、达州市机构

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４
!!!!!!!!!!!!!!!!!!!!!!!!!!!!!!

十二、巴中市机构

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 １８４
!!!!!!!!!!!!!!!!!!!!!!!!!!!!!!!

１１



十三、阿坝州机构

阿坝正本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５
!!!!!!!!!!!!!!!!!!!!!!!!!!!!!!

十四、甘孜州机构

甘孜阳光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５
!!!!!!!!!!!!!!!!!!!!!!!!!!!!!!

十五、凉山州机构

凉山定音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６
!!!!!!!!!!!!!!!!!!!!!!!!!!!!!!

产品质量类

一、成都市机构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
!!!!!!!!!!!!!!!!!!!!!!!

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 １８９
!!!!!!!!!!!!!!!!!!!!!!!!

四川机电产品司法鉴定中心 １８９
!!!!!!!!!!!!!!!!!!!!!!!!!!!!

四川省特种设备司法鉴定中心 １９０
!!!!!!!!!!!!!!!!!!!!!!!!!!!

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 １９１
!!!!!!!!!!!!!!!!!!!!!!!!!!!!!!!

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 １９１
!!!!!!!!!!!!!!!!!!!!!!!!!!!!!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１９２
!!!!!!!!!!!!!!!!!!!!!!!!!!!!!!!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１９２
!!!!!!!!!!!!!!!!!!!!!!!!!!!!!

四川建明司法鉴定所 １９３
!!!!!!!!!!!!!!!!!!!!!!!!!!!!!!!

二、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１９３
!!!!!!!!!!!!!!!!!!!!!!!!!!!!!!

涉农类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现代农业司法鉴定中心 １９５
!!!!!!!!!!!!!!!!!!!!!!!!!!!!

四川楠山林业司法鉴定中心 １９６
!!!!!!!!!!!!!!!!!!!!!!!!!!!!

四川星辉林业司法鉴定中心 １９７
!!!!!!!!!!!!!!!!!!!!!!!!!!!!

二、宜宾市机构

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 １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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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知识产权类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２００
!!!!!!!!!!!!!!!!!!!!!!!!!!!!!

四川西部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 ２００
!!!!!!!!!!!!!!!!!!!!!!!!!!!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２０１
!!!!!!!!!!!!!!!!!!!!!!!!!!!!!!!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２０１
!!!!!!!!!!!!!!!!!!!!!!!!!!!!!!!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西科大司法鉴定中心 ２０２
!!!!!!!!!!!!!!!!!!!!!!!!!!!!!

其他类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 （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技术中心） ２０４
!!!!!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２０５
!!!!!!!!!!!!!!!!!!!!!!!!!!!!!

四川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司法鉴定中心 ２０５
!!!!!!!!!!!!!!!!!!!!!!!

四川华川假肢矫形器司法鉴定所 ２０８
!!!!!!!!!!!!!!!!!!!!!!!!!!

四川明德辅助器具司法鉴定所 ２０８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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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３４１１７６３Ｙ
机构住所：成都人民南路三段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侯一平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０３９２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０１５４９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含亲

权）、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汪秉康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２

肖明松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３

刘　敏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６

黄飞骏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１

邓振华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７

易旭夫 男 副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８

陈晓刚 男 讲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５

肖　飞 女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９

何桂群 女 副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０

刘　渊 女 讲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７

官　鹏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９

侯一平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２

张　林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３

吴　谨 女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１

张　霁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２

梁伟波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５

霍克钧 男 教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４

胡泽卿 男 教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５

李　焱 男 实验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６

胡峻梅 女 教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８

刘世沧 男 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４

廖林川 男 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３

２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颜有仪 女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１４

杨　林 女 实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０

叶　懿 男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６

顾　艳 女 副教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３０２７

云利兵 男 副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０３０２８

张　奎 男 副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３０２９

代　号 男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３０３２

廖　淼 男 实验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３０３１

夏勇军 男 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３０３３

李春琳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３０３４

四川西南司法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３７１２８Ｆ
机构住所：成都市电信南街２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张卫东　　 机构负责人：孙学礼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４２２０２８、８５４２２７２９　　 传真：０２８－８５４２２６５９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含亲权）、精神障碍医学

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宇鹏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０３０００１

刘卫平 女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２

步　宏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４

李　箭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５

邓应平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７

王　琳 女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８

李　静 女 教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０９

张　伟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０

张　波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１

邱昌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２

３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　东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３

何　俐 女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４

魏　强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５

石　钢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６

黄　颐 女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８

毛　庆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１９

胡伟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０

王　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１

宋　萍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２

刘文英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４

裴福兴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５

许良智 女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６

郑　芸 女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８

李伟如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２９

宋跃明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０

梁宗安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１

孙学礼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２

张卫东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３

付　平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４

沈　彬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５

宁　刚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６

刘果生 男 研究员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３７

梁传余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０

杨天府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１

康　林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５

游　潮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６

岑　瑛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７

于　蓉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８

刘晓雪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９

宋　彬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５２

尹如铁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５３

吕　青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５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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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兰兰 女 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５５

文天夫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５７

丁明甫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５９

李　利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０

董　强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１

刘伦旭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２

王　佳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３

陆小军 男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４

应斌武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５

王　军 男 助理研究员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６

刘立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７

刘　浩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８

许学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６９

刘　敏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含假肢和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００９９

白杨娟 女 主管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０

邹远高 男 主管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１

胥　劲 女 主管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２

游　泳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３

钟　刚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４

黄富国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５

黄亨建 男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６

唐江涛 男 主管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７

刘　雷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８

宋兴勃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７９

屠重棋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０

刘兴斌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１

周亚雄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２

曹　钰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３

罗　蓉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４

蒲　丹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５

陈　敏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６

周陶友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７

徐才刚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８
屈　云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８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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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马小红 女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０

黄丽彬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１

刘春玲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２

何　竟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３

周　易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４

蒲　杰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５

何红晨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６

雷中杰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７

刘世峰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３００９８

莫丽玲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１

张　旭 女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２

董再全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３

郑　娇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４

陈　靓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５

陈　霞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６

彭　冰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７

熊　飞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８

卢一平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０９

王一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１０

陈莉娜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３０１１１

邹守康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３０１１２

伍金林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００３０００２

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２４０５５７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６９号红星国际２期２号楼１６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１
法定代表人：王锦　　 机构负责人：王能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５１４９２、８６７５１１８３　　　 传真：０２８－８１７２０５８３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Ｄ类）、

法医物证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能义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１９

康中林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８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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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用龙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２８

徐　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２３

王仕良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８８

廖　进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２５

钟其友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１１

郭素珍 女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１３

丁顺芝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３９

刘芝贵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４

周明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７１

袁和平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６５

徐安宁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００４００５

陈雪凌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００４００６

黄　云 男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９４

蒋家星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７５

周先利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６６

孟东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７２

吴　畏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３８

杜涵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００４００１

魏　贤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１０８

李华军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４１０７

王玉卓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１１０

朱代福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０４０８０

王思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０４０８１

胡　莉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９１

董艳侠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０９６

陈树木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０９８

曾发春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１０１

何爱平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１０５

陈　强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６

杨先东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０４０５９

胡华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３

薛丽丽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０４０６８

秦　方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０４０８６

刘　童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０４０８５

周福荣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０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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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１０

程　广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６７

李文俊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７０

邓　萍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８７

侯宇飞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７

杨浩森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２

杨明先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１０４

柯永培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９５

丁静静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９３

罗永清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１００

邹　庆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０９９

秦　勇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０４１０３

刘　萍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０９７

邵　悦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２６

王天福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０４１０６

董　鑫 男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０４１１２

张　娟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００４１１７

杨绍奇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００４１１８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３２５１１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８７号９栋２单元５楼２号、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３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泽娜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１８１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１８１４７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 ［个体识别、亲权鉴定 （二联体或三联体）］、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声像资料鉴定 ［图像资料鉴定 （包括录像资料和照相资料）］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曾红燕 女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０６

邹晓莉 女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０７

孙成均 男 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１０

邹　刚 男 理化检验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９００５４

张启福 男 法医师 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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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沈月华 男 主任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４７

李茂阳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１１

王　亮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１５

郭建平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０９０００２

王　强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１６

余　彬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２２

王 骧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２３

权　毅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２４

汪文章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４６

朱　梅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４５

徐玉川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９００５１

谭志巍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９００６３

许　普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９００６４

邓显伦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９００６９

余常荣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７

张光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９

沈国怀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８０

杨　军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８１

曾和祥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９００８６

马　超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９００８８

杜　琳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００９３

李代新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００９４

李　惠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５

王　炜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９００９３

孔　娣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３

蔡清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４

李洪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５

胡萱仪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８３

严国建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７６

张先国 男 主任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８４

唐永丽 女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９６

伍洋平 男 助理研究员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９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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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范　斌 男 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０９５

杨　帆 女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０９９

王雨晴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０９８

李凤琼 女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０９６

陈　平 男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０９７

沙国清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２

李长发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０

徐文泽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３

何　静 女 临床学检验技术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１

边名鸿 女 讲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５

陈　骁 女
中级临床医学

检验技术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４

陈学芳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９

罗雪文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４

何国顺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６

唐家川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７

邓新贤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８

蒋晓康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０１０８

陆昶霓 女 助理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９００５８

米学军 男 副教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９００６８

郭水文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９００７１

吴　雪 女 助理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９

胡江涛 男 助教 声像资料鉴定 （图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０１１０

邱　波 男 声像资料鉴定 （图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０１１１

刘　伟 男 声像资料鉴定 （图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０１１２

沈冬根 男 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６

黄　健 男 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９０１０７

四川光明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１４７１５Ｔ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华路３０号附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杨均 机构负责人：杨均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３２１７７１ 传真：０２８－６１９８８９７６
业务范围：法医毒物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声像资料鉴定、计算机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３名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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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贺晓光 男 高级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０３

王　梅 女 高级工程师 计算机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０６

刘兹康 男 高级工程师 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０７

杨　均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０８

王　工 男 高级工程师 计算机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０９

楼静羽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１１

姜　辉 男 工程师 计算机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１２

李德馨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１４

刘文强 男 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１５

刘晓美 女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２１

李欣芸 女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２３

胡志远 男 工程师 计算机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２８

赵建中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０

白　琳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１

陈子川 男 工程师 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２

姜　俊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３

范　刚 男 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３４

陈远莉 女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５

周　茜 女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６

曹雨露 男 工程师 计算机司法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７

高　洋 男 工程师 计算机司法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８

朱方东 男 工程师 计算机司法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０２０３９

陈金明 男 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２０４０

四川协和法医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６６１８２０６４
机构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１６号法医大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英碧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０３０４３
业务范围：法医物证鉴定 （含亲权）、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梅筠 女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５

陈国弟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６

李英碧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０００７

颜　静 女 副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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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金泽明 男 副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２

罗海玻 男 副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００１１

白　鹏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７００１３

王　正 男 副研究员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０７００１４

宋　凤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０７００１５

四川省人民医院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６０６１６６
机构住所：成都市一环路西二段３２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冯刚 机构负责人：熊健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３９３５３３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９５５８５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程依琏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６９００１

王　雷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６９００２

罗　瑶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０５

何永生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０６

刘卫东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０７

鲁　芳 女 助理研究员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１４

刘小琦 男 检验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１６

徐　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１７

宋林红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１９

朱　鸿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２０

庞　健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２８

唐六一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３１

唐荣珍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３６

刘玉萍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３７

邱明星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３８

王　东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３９

顾　毅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４７

谢　可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５４

吴筱芸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５５

周　瀚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５６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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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文波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５７

常有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５８

熊　健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７０

张　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７１

熊　巍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７４

张　迎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７５

刘仲前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７６

董玉龙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７９

辜玉刚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９０７８

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７２５０４１９Ｗ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东路３号一幢一层Ｄ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杜德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５８１１８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９８１８８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侯　敏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７００１

陈志雄 男 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０７０３４

汪永樵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０７０３５

滕飞鹏 男 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７０２２

谢艾芮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７０２４

安　刚 男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０７０３１

刘中伟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０７０３７

殷志奇 女 副教授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０７０３８

王建敏 女 高级讲师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０７０３９

吕晓芳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０７０４１

王艳云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０７０４３

陈应良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０７０４４

杨　华 女 高级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０７０４６

陈梅君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０７０４７

高京利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１０７０５２

３１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１９６６０６
机构住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１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平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唐　莉 女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１
李建全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３４
杨　柳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８
刘建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２０
李　忠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２１
赵丹东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２３
刘志刚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３２
郭伟知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３３
刘知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２９
朱冬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２７
廖兴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３１
杨仁荣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２８
苏欢乐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２５
黄　乔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３０
汤　岱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２４０３６
陈志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４０２４
段明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３５

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４７０４５５８８
机构住所：成都市林荫街５号华西大厦Ａ座１３０４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斌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４４８１６７ 传真：０２８－８５４４５１６７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１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斌 男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０００６

潘洪富 男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００１１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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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丁显平 男 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００１０

陶　涛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００１７

邓　薇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００３０

蒲　琴 女 高级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３００２５

王　勇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３００２６

林　霞 女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３０００２

蒋福强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３０００３

郭少峰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３０００５

宋　宇 男 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３００１９

许光亚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３００２３

董　瑜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３００２１

卞高锋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３００２４

伍邓超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３００２８

何光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００１５

邓建云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００１６

夏永才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００２９

刘珍珍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００３１

廖　燕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００３５

赵砚清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００３６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ＣＮＡＳ、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６６６６６７１１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１０号附２号紫兰大厦１４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２

法定代表人：何清旭 机构负责人：张强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７９６９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７６０７５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电子数据鉴

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２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牛文化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７

周鹏飞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３１０１９

张录顺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３１０２１

何　月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２

赵仕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５

５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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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剑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６

赵晓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８

苏和兰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７

陈　全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４

陈　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５

罗加国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６

唐　磊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８

黄堂辉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１０２７

董　红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４７

张莉莉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４８

王明月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５９

谢　忠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０

肖淑珍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不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４

周　伟 男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９

韩　琴 女 高级实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７０

王　波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１３１０７９

缪元颖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７５

袁成良 男 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７４

彭　琴 女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７１

唐良艳 女 讲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４０

何源渊 女 副教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８

张　弩 男 副教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９

李邦军 男 副教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４５

甘　刚 男 副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２９

张仕斌 男 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０

游洪跃 男 副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１

刘文清 男 副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２

刘乃琦 男 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３

梅　挺 男 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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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卢　军 男 副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５

郝玉洁 女 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３１０３６

谢李蓉 女 助教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５１

吴其达 男 讲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５２

黎　明 男 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１

王焕涛 男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６

牟玉廷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３１０７７

李见基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３１０７６

四川火灾物证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９５２５４Ｑ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南路６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赵长征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５１２７６０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１２５３３
业务范围：（火灾）微量物证鉴定、（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长征 男 研究员 （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２０１０

兰　彬 男 研究员
（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３

阳世群 女 副研究员 （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４

彭　波 男 助理研究员 （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５

祝兴华 女 助理研究员 （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６

王立芬 女 助理研究员 （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７

张泽江 男 副研究员 （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８

叶诗茂 男 助理研究员 （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９

王新钢 男 副研究员
（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３２００１

高　鹏 男 助理研究员 （火灾）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２０１１

张　怡 男 助理研究员 （火灾）微量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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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信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５８２２１７１８８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３７号新１号Ｂ４０１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郑州静 机构负责人：朱大地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７９９２１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龚道银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１８８０６８

邓文骞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９

毛志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８０１０

毛立川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８０１２

周　萍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４４

周诗璞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６

陈碧容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５

伍启贵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８０１１

王伟凡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８０１４

刘　罡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８０１３

陈　俊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７

张　锋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４５

王春华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４６

王　璐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８

魏　倩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５４

余旭升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５２

王丕清 男 主管药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４０

任建平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８０１９

朱大地 男 主管药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２０

宋海星 男 副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１

张　坤 男 副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２５

张　涛 男 副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２１

周汝科 男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６７

付昭丽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６１

张　蓉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５３

曹利春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２２

刘苒琦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４

吴明波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２

韦　鹤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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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红英 女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２４

周　宏 女 讲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４１

周兴永 男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２６

钟　淼 男 讲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２８

周志胤 男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６５

闫　伟 女 痕迹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６３

张　垒 男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８０６４

四川荣康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９９８５７６９Ａ
机构住所：成都市崇州市崇阳镇永安路

邮政编码：６１１２３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军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２２６４５０１ 传真：０２８－８２２６２１９７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１

谢家玲 女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２

刘世华 女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７

何荣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８

王飞燕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１１０１２

唐铭民 女 副主任护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１１０１１

王海军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１０１５

张红梅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１０１３

袁祖华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１０１６

王瑞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４

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６５３２３Ｅ
机构住所：成都市实业街５９号新世界商务楼１１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兰晓 机构负责人：张国鸿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５１５８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６８５３２２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４名

９１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　健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４５０２１

谢明清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４５０２２

张飞翔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４５０２０

唐　武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２３

李远文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２４

代晓平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２５

曾卫东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２６

蒋　波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２７

王兴东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２８

徐基成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２９

卢先洪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３０

赵连群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３１

杨　勇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０４５０３３

李　林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４５０３２

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７９３９３９１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９９９号西华大学５教Ｄ区二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９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黄海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２０２７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２３００８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电子数据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芮光伟 男 高级实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１

杨　潇 男 高级实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２

赵金梅 女 实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３

罗　泽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０

张　涛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１

蒲　勇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２

祝昌宇 男 讲师 电子数据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３

胡金蓉 女 副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４

曾晟珂 女 副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５

黄增喜 男 副教授 电子数据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６

李小雷 男 助理实验师 电子数据鉴定、声像资料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７

杨维清 男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８

谭建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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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成都市机构

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５０６２４３７Ｗ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兴盛西路２号３栋Ｃ座５０１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魏依群 机构负责人：尹浩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７５５７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７５５７２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　阳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８１０２７

郑　清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８１０２８

曾宗焱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２４

徐小平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２３

曹宗锐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２５

陈定根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３４

王　秩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３３

林　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３５

李　庆 男 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３６

谢　飞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７

杜　霞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９

李行海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６

弋　波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８

岳敏基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４

李　建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５

龚举见 男 副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３

王　洪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１０４２

李　涛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５２

张　伟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５７

曹　林 男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５９

胥　勇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５８

邹　斌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６０

欧　君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６２

熊　宇 男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６４

覃伟东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６５

王西川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６６

彭文俐 女 高级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５１０１１７１８１０６７

１２



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９２９７３９１７２
机构住所：成都市双流县航空港黄河中路二段３８８号蓝光空港国际城７栋４单元１３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２２５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罗广渝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２５７８９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２５７０９
业务范围：声像资料鉴定、电子数据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秋辉 女 副教授
声像资料鉴定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１９

伍癑龙 男 助理工程师
声像资料鉴定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３１４０３１

苏　菡 女 教授
声像资料鉴定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３１４０３０

刘恩泽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３１４０２９

左　航 女 讲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１７

肖　鸣 男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１８

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２８５６６Ｌ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玉龙街２１０号 （罗马国际广场８楼８０８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汉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５８２７５７、０２８－８６９３３０４４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７２９６２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姜　琪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０１２０７１

甘国英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５

包娟娟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１

周　强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０

吴智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７

姜德军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０４９

谌霞灿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９

江建慧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１

秦小荣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１

２２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汉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２

李江中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０

付叶水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６

方　玫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７

张　浪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０１２０７０

易　馨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６

余　铭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８

李海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２

陈大夫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６

廖亚玲 女 心理测验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０４８

张银波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０４６

李璐君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５

汪善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４

胡　珉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３

施　玮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２

陈金富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５

阮　熙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４

龚一康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３

贾小寒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２

钟晓波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０６６

刘宗莹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２５

李成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９

王艺峰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８

唐　艳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１３

黄子嘉 男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２４

张明华 男 讲师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３

戴羚霞 女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０５

郭　琦 女 讲师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１

苏慢莲 女 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０５０

赵富莉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１２０８２

王　瑜 女 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４

郑玉萍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３

黄　智 男 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５

余　姝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８

李云歌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２

李家君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８０

李　畅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１２０８１

３２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邹建设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９

陈　娟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６

周　箭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１２０７７

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３４３２６６０Ｎ
机构住所：成都市百花正街３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兰继才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２３８０９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２３８０９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兰继才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７５

袁建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７４

张进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４

高　清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１１

罗尔纲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０８

李光仁 男 助理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１３

林　伟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６８

钟燕玲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４５

秦永春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７２

张嘉陵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７６

黄新华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７１

周德才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４１

陈　建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６０

李林燔 女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１７

邱　江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１５

米仁金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７０７９

魏　孟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７０８１

４２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成都市机构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１５９１１７４５
机构住所：成都市抚琴西路１７１号８１３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魏棣华 机构负责人：王彬俨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９４２４２、０２８－８７７９４３４３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７５０２３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晓安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０６０３４

卢建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０９

宋明武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００２７

曹　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０６

彭　丹 女 技师 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０４

黄　菲 女 技师 法医临床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０５

卢惠莉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０７

刘永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０８

王　慧 女 助理研究员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０２

陈西矩 男 技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２１

李阳华 男 副主任法医室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０６００２９

李伯珊 女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００６０３０

张　萍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００６０３３

方子先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００６０３１

任　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００６０３２

岑鸿雁 女 副教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０６０３５

蒋　莉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３６

胡明鉴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３７

何叔宾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３８

万洪林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３９

赵军民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４０

岑正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４１

马利英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４２

潘　奕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４３

５２



成都精卫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４１５５３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营门口路互利西一巷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何

!

西 机构负责人：沈林成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９５１５７２０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２５２９５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何满西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４３０２３

沈林成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１５

胡世辉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９

王洪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１２

张明秀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７

黎举红 女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５

段明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２

马　敏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６

李　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３

文胜惠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８

李　奕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０１

简　薇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３０２０

文荣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１８

黄吉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１９

姚　刚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４３０２１

任　华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４３０２４

苏理成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０４３０２２

余志书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３０１１

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８６３３１４２８Ｐ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５号创新中心Ａ座５０１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亓宇 机构负责人：吴峰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３１３２３６ 传真：０２８－８５３１３２５６
业务范围：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万华靖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０

６２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峰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４００３

黄　强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４００５

刘　娜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３８

蒋晓琼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４０

李　平 女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３９

刘洪伟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４１

廖　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４

胡舟阳 男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２

李玉杰 男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１

孙　艳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６

文正南 男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７

袁妍娇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５

张桦林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３

邓素文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３０

朱启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３１

付　原 男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４００４

王　玲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１７４００８

姜春英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９

沈　艳 女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２８

冀　晨 男 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１７４０１１

罗凤鸣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４００６

魏　伟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７４０４４

刘继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７４０４３

赖光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７４０４５

苟小兵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４２

曾　丽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１５

黄　蓉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１３

董晓爱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１４

赵　欢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１６

徐　?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１９

王　勇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３４

张诚政 男 副主任药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１７４００９

潘怡兰 女 高级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３７

梁　静 女 法医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７４０３２

卢　君 男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１１３１７４０１０

７２



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９２１３８２２５Ｍ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二段２号１栋７楼７０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罗鹏飞 机构负责人：宋子俊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１７１２７１１、６１１２４８６８ 传真：０２８－６１７１２７１１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Ｄ类）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宋子俊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２

刘后良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３１７０１４

赖宇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７００１

刘国瑞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３１７００９

张雪梅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３

李水莲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７００３

黄　强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３１７０２０

黄俊强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６

周　宁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５

徐丽琴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４

张　丽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７

何　学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３０

李昌树 男 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３１

倪　鹏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８

王　篧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２９

张士利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３１７０１０

张　余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３１７０２１

李　杰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３１７００５

杜仁书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３１７０１９

杜　黎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３１７０１６

邓胜秀 女 管护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５３１７０１７

敬　敏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３６

覃　胜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３３

马　峰 男 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３４

陈华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３２

范晓焱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１７０３５

廖伟吉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３１７０３７

夏　天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３１７０３８

８２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成都市机构

四川唯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８４３３６１
机构住所：四川省简阳市东城新区园中苑Ａ区１号楼６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德荣

联系电话：０２８－２７２２４２００ 传真：０２８－２７２２４２００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德荣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４００１１

刘安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４００１２

江顺忠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４００１４

王德元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４００１５

邓治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４００１６

汪　计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１４００１７

四川科博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９９５７２８９９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高鹏大道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石磊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９６９０４０ 传真：０２８－８５９６９０４０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贵琢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２１６０１７
杨越人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２１６０２３
张禄高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２１６０１９
石　磊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２１６０１８
罗昌盛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２１６０１６
吕　盼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２１６０２０
董　进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１２
何春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０８
张德钊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２１６００７
谭国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１１
税永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１３
王　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１５
何秀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１４

９２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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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徐胜银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０９
李玉川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１６０１０
沈聃琳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２１６０２１
刘建梅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１１８２１６０２２

四川神琥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８０１６３７０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金履一路２１８号优博广场１－７０６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陈虹宇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８９５５８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８９５５８
业务范围：电子数据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苗　宁 男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２５００２
廖　云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２５００１
邓　强 男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２５００３
魏文森 男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３２５００４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西科大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６６９２４Ｔ
机构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安昌路３３号１期５楼Ｂ区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陈洪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２６３１０３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洪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０２
林照富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０９
刘　义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３０５００２４
刘　云 男 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０５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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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绵阳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徐显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０７
刘微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０５００２８
唐仁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３０５００２５
王　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２０
李　寨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０５００２７
殷　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０５００２５
刘敬生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７０５００３０

绵阳维益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３３９９７２５６
机构住所：绵阳市南河路２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新利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２６７０４０ 传真：０８１６－２２６７０４０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新利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０１

江显合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１７

张　华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１５

羊　薇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３０１６０４９

刘　洪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２０

卿光蓉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５５

于定国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２１

廖成华 男 副主任检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３２

龚光隆 男 主检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３５

魏泉清 男 主检检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３３

杨小秋 女 主检医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３４

吴海清 男 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３０

文有明 男 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２９

王　璞 男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００１６０５２

蒲久元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８０１６０５６

吴华新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８０１６０５８

王安群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８０１６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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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梓州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５４０３５７
机构住所：绵阳市三台县梓州国际公寓２期Ａ栋１４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林春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５２２２１４２ 传真：０８１６－５２２２１４２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Ｄ类）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谭建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２１０３０１８

张恒茂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２１０３０１９

刘才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２３

谭晓林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２４

黄仁琼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２５

肖安怀 男 主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２６

杨　斌 男 副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２７

胡红新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２８

廖文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２９

陈苋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３０

李仕军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３１

余定波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３２

唐桂蕊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３３

汪海洋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３４

胥　敏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３５

张勋伟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０３０３６

陈明义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８１０３０３７

绵阳鼎立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９６１４８３Ｘ４
机构住所：绵阳市江油市文风街３０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７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钟世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３３６７２５１ 传真：０８１６－３２２１８６９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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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绵阳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安顺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１６

林拥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１８

张　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１５

李昌坤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１４

王小禹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０２

杨绍银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０８

万正富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３１６６０１６

四川三益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７４１７１３８８
机构住所：绵阳市剑南路东段１９０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汪辉 机构负责人：黄国平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２７８７７０ 传真：０８１６－２２７８７７０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银先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０１

黄宣银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０２

谢巧明 女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０３

刘华莉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０４

陶用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０５

文　红 女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０６

向　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０７

吴贵强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１０

黄　健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１１

赵毅民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１２

宋大萍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５９０１４

黄国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１５９０１８

张光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１５９０１９

周　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１５９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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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盛健峰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７１５９０２２

刘　阳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２１７１５９０２１

四川民生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５７５１９２９Ｑ
机构住所：绵阳市红星路９６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魏明珠 机构负责人：田志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２１６２６６ 传真：０８１６－２２１６２６６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戴长松 男 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６６００１

王继成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６６００４

田志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２１６６０１０

刘宗莉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１６６０１８

姜新军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１６６０１９

周良君 女 主任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１６６０２０

杜　涛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５１６６０２１

熊瑞江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５１６６０２４

邓明林 男 副主任技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６６０２５

罗万强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６６０２６

王彤洁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６６０２７

何文武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６６０２８

刘仕强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２１６１６６０２９

三、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１６３２２３９Ｈ
机构住所：自贡市汇东汇川路１３０８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丽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２０２１３９、８２０４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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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自贡市机构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

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谭　伦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０３

王　红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０５

吴健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０７

谭西才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０８

颜　红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０９

杨玉辉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１０

兰宗铭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１１

梁国庆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１２

邓治平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６５

钟泽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６６

林　旭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６７

周维良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６８

周永红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５０１３０８０

范秀英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５０１３０８４

谢玉莲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１３０９７

王　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７０

梅玉琴 女 主管检验技师 理化检验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０１３０７６

刘天洁 女 副主任技师 理化检验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０１３０７７

樊文明 男 主管检验技师 理化检验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０１３０７８

廖　青 女 副主任技师 理化检验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１３０９６

杨　丽 女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７３

杨　伟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７４

王　倩 女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７１

李国操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５０１３０８１

何晓冬 男 技师 微生物检验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３１６０１３０８７

陈燕梅 女 副主任技师 微生物检验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３１６０１３０８８

文　海 男 技师 微生物检验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３１６０１３０８９

肖　波 男 技师 微生物检验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３１６０１３０９０

花　荣 男 副主任技师 临床检验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１３０９２

佘牧涛 男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１３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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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７４３８４９ＸＬ
机构住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汇景苑１单元２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夏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１２２２３３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家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０２

罗德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４０

王爱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０１

詹志辉 男 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１６３０４７

杨羿容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０７

杨渠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０６

李正良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０５

赵芝蓉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０４

肖　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０３

王雪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１０

自贡正兴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９８１６６１９Ｊ

机构住所：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釜江大道东段６３６号２单元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２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辉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７２１３０３６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朱品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１

刘　丁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２

张　杰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３

林　春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５

邹联勋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７

刘世君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２０５８０１３

柯　利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５０５８０１４

张发平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５０５８０１５

６３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自贡市机构

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９８２４１７６Ｃ

机构住所：自贡市荣县旭阳镇蓝帝大道２７８号荣县政务服务中心５楼

邮政编码：６４３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樊百奕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６２２２０５３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钟付敏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０１

蔡建铨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０３

刘明国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０４

钟永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０５

罗　洪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１５

邹才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２０２３０１６

范建新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２３０１９

赵福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２３０２０

辜忠良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２３０２２

古刚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２３０２３

四川正泰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８９９１７５５５Ｊ
机构住所：自贡市贡井区青杠林１３８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２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谭友果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５５３２０４６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谭友果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０１

魏庆平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０３

陈茂娟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０４

郭君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０７

７３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毅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０８

刘成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０９

谭　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１０

刘均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１１

王群英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１２

蔡端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１７７０１３

饶世雄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１７７０１４

四、攀枝花市机构

攀枝花法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３０７８６Ｃ
机构住所：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７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７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向志敏

联系电话：０８１２－３３４８２３３ 传真：０８１２－３３５５１８１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检测）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何久荣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０８

徐　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４１３０１７０２８

邢学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０１

王代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０４

刘祖俊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５３

徐邦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６０１７０３３

邹拥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０２

邓　涛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３０１７０２６

闫　波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３０１７０２７

８３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攀枝花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平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０５

秦宏敏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３０１７０２９

王光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０１７０２４

周莅斌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０１７０２５

李明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１１

王艳君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５０１７０３２

张大勤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１９

张　帆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０１７０２０

刘云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０１７０２１

赵良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０１７０２２

卿丽华 女 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１０１７０１３

龚仁国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０１７０２３

魏剑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５１

鄢克坤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５０

黄杨利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５２

罗显平 男 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检测）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４５

罗国庆 男 高级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检测）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４６

刘婷婷 女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检测）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５４

邹　平 女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检测）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４７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５８２３３２１０Ｘ
机构住所：攀枝花市仁和区云康路１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７０６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孙华彬

联系电话：０８１２－３８８５８２７ 传真：０８１２－２９０３８８４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沛亨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２２６００３

罗　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２２６００１

９３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月良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４１３２２６００４

蔡旭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４１３２２６００６

杨开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４１３２２６００７

陈仁德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４１２２２６００８

赵得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４１６２２６０１４

辛一帆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０４１６２２６０１６

五、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２０２２３Ｘ
机构住所：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２号１号楼１３层１３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彭洪涛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３１０２２４１ 传真：０８３０－６６６３５８９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痕迹司法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屈蔺途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０３

罗志强 男 副主任法医师 高级咨询师 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０５

彭洪涛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０８

盛光智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１０

刘荣禧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１１

张爵驰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９

宋炳全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８２

张　箭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０１１０９３

廖　琪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０１１０９４

彭显锋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０１１０９５

刘建刚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０１１０９７

曾永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４２

０４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泸州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任茂琼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４３

葛乾荣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４４

段　敏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０１１０９２

彭应生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４５

刘　岗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４６

田云刚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６０１１０９１

何　川 男 经济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１

泸州正光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５８７３５６６Ｇ
机构住所：泸州市泸县福集镇玉蟾大道

邮政编码：６４６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罗建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８１８６７７７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彭　俊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０２

李盛江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０３２０１９

陈定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０３

但尚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０４

严晓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０７

黄昌成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０８

蒲午佳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６０２３０２０

泸州永宁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７９１３２０４Ｕ
机构住所：叙永县城新区便民街１号政务服务大厅二楼
邮政编码：６４６４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钱名馨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６２２６１６３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肖吉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０２

１４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钱名馨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０１

陈压西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０４

李正业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０５

陈怀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０８

付光友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０６

郭　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０７

泸州弘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７９４１１７６Ｃ
机构住所：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迎宾路新法院底楼

邮政编码：６４６５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潘伟庆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７１０６１１３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开政 男 副主住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６９００６

骆万强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０６９０１３

潘伟庆 男 主住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６０６９０１２

王宗强 男 副主住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６９００１

西南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ＣＮＡ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９２１２７２００５
机构住所：泸州市江阳区忠山路３段３１９号
邮政编码：６４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程文玉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６６６９９５６ 传真：０８３０－２９７２５９０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亲权）、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

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白克镇 男
教授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２

张　涛 男
教授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１

２４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泸州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可智 男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３

梁雪梅 女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４

郭　力 男
教授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３

王和斌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２

熊小明 男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８

毛　惠 女
教授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１

罗　华 女 副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９

董　晖 男 讲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７

杨成万 男 副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０

唐　红 女 副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６

龚　莉 女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５

李廷富 男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 （亲权）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０４

何　涛 女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亲权）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６

傅俊江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亲权）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７

郑小莉 女 副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亲权） ５１０５１４３１５０１５

孙兴旺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３１５０１９

张华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３１５０２０

兰榜民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３１５０１８

刘宗超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３１５０２１

龚　科 男 副教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５１６３１５０２２

杨志慧 女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物证鉴定 （亲权）
５１０５１５３１６０２３

龙汉安 男 教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６３１５０２４

石　敏 女 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３１５０２５

３４



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７９６１６５５９５
机构住所：泸州市江阳西路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赵波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３１０６３３３ 传真：０８３０－２２７９３１１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龙飞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１２

唐淑琼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１４

仇　焱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１５

李　彬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１６

郑捍东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１７

李良宏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１８

曾德强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２１

魏　春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２３

李月光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２０００２６

张德明 男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２０００２８

向世华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２０００２９

梁晓书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２０００３０

张雪丽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２０００３１

解国惠 女 高级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５１５２０００３３

王　文 男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５１５２０００３４

代　勇 男 副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５１５２０００３５

谢惠波 男 教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５１６２０００３７

唐朝霞 女 主管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５１６２０００３８

张学萍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２０００３９

高东燕 女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２０００４０

杨汝刚 男 高级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５１７２０００４１

４４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德阳市机构

六、德阳市机构

德阳正源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２３５３１Ｍ
机构住所：德阳市天山南路二段１５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鞠凡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２５０５１８５ 传真：０８３８－２５１５４８６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蕴成 男 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０２

卢学清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０３

刘　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４０２００４０

王秀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１２

唐清泉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５０２００４１

王令权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１０

杨　跃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３０２００３６

杨　桁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３０２００３２

蔡学侬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３０２００２８

田书萍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３０２００３８

德阳百信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４８２６５５１Ｒ
机构住所：德阳市什邡市方亭镇东顺城街４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义川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８２３５１２０ 传真：０８３８－８２３６１６１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９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曾祥武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４００１

杨川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２１

杜海英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４００８

马国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４００５

曾令春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４００６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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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曾德海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４００７

李　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４００３

陶　成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２０

王小林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１３

游华松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１５

石小东 男 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１８

唐明山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４００２

罗　彦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２２

王文骁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１４

刘期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１６

熊　俊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１９

蒲铃江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８４０２３

胡万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１８４０２４

贺　军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１８４０２５

德阳明睿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８０１６３８９９
机构住所：德阳市旌阳区泰山北路一段１７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麦刚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２４１８８９７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１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麦　刚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２

张　标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１

韩杨云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１

刘跃洪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４

吴　宁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５

孟　红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０

李永忠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２

王　丛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９

徐　宏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８

刘　山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３

代庆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０７

罗　晴 女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３０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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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徐　巍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７

邓晓剑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８

刁明强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６

周增俊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１

方　向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４

何小艳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７

黄　卫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８

张　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５

刘　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９

倪帮高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９

王　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３

谢　敏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４

徐志红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５

杨　灵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１３

张德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６

刘万清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２

丁兀兀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２０

刘华伟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３１

赖曾珍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３２４０３２

七、广元市机构

广元永泰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５９７４６Ｍ
机构住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８１号
邮政编码：６２８４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曾启平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５２２９９９１ 传真：０８３９－５２２９９９１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童　正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０４

张文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０５

张菊华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０６

７４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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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史建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０

孙邦锦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１

姚　永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６０４８０２３

广元雄关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４８３００４０Ｍ
机构住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驿栈小区Ａ１栋二楼
邮政编码：６２８３１７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侯湘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６６２３３３３ 传真：０８３９－６６２３３３３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梁占煜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１８２０１０

王克南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１８２０１１

敬清安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１８２０１２

程彦星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０１８２００８

李金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０１８２００９

附文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１８２００２

贾　甫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８１８２０２３

广元经纬医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０７１９６７１Ｂ
机构住所：广元市利州西路三段１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２８００１
法定代表人：张英辉 机构负责人：陈光财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３６１３２３７ 传真：０８３９－３４５１４２２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英辉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７１４３０９０１１

张怀伦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２

胡天超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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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光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６

王德燧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４

盛　利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１０

张晓娟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９

邓小豆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５

张宏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３

赵桂军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８

杨　梅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７１５３０９０１２

广元利州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９８２８８６３Ｎ
机构住所：广元市利州东路三段巴黎时光３０栋２楼
邮政编码：６２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周继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３３１４９６６ 传真：０８３９－３３１４９６６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生才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１１

赵志章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４０

陶启清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２５

陶　佳 女 法医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２６

周继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１９

王仕模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０８

吴应轩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４１

任德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２３

徐开伦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０４

袁　利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５０３８０６５

胡堂生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３５

温　达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２０３８０６２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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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贾元光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１０

刘远武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１４

马　兵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１５

龚洪福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０３

赵显忠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１６

杨承周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３０

唐　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１２

王治培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２４

向　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２１

宋怀先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３１

宋　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７１００３８００１

何明方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７１６０３８０６８

王其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３６

杨　新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３０９００７

李　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３７

八、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２２４７５Ｎ
机构住所：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６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９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冉红军

联系电话：０８２５－２２５４１５０ 传真：０８２５－２２２３０７５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多林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１２

秦剑辉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１３

赵永益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１５

奉孝荣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１６

杨　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４３

唐　伟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８１３０２８０６６

李林丰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８１７０２８０６９

０５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内江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付晓华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５９

王　钢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６０

严成刚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８１７０２８０６８

廖　英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５７

罗　莉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５８

孙　杰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５３

张贵尧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５５

王　勇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５６

白清木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６０２８０７６

宋仕敏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１７

柴红国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６０２８０６８

九、内江市机构

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０９６０９Ｗ
机构住所：内江市玉溪路４０２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胡毅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２６９８６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２６９８６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俊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６

李　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１２

朱代波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３５０６９

乔银川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５

李成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６５

张小明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０６

孟　炼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６６

刘　忠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６７

张永贵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６４

陈　兵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１

李兴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３３

１５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梁宁康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５０

陈秀蕙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３２

刘　坚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２９

王子祥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２８

高　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２１

凌　丽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３５０７１

李佑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７

魏大成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８

张宗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５３

刘裕章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５４

彭发强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６０

唐朝芳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６２

徐利民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６３

陈代洲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３

袁有才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２

唐旭东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２３

四川谨诚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４７１８３７７Ａ
机构住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东城路２号９栋附２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１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孙志萍 机构负责人：刘勇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７１８４４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７１８４４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Ｂ类）、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　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５０６８０４１

刘清松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５０６８０３９

罗和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６８００５

刘　勇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４３

熊　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４

熊骊龙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５

官长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３

周永强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４６

王　瑜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４７

２５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内江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古　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１

胡海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０

余华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４５

刘　伟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４８

邹照賣 男 副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４４

郑兴平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２

罗志权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７

周　鱓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５６

刘　岚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４０６８０３５

刘　彬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６０６８０４２

王　静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０６８０５８

刘泽凯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０６８０６３

汤　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０６８０６０

邹　杰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０６８０６１

毛志华 女 高级工程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９１７０６８０５９

王著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０６０６８０６２

范成兵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０６８０６４

杨宗培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０６８０６５

周　彬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７４

方德兴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７１

韩　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７２

邓　
"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７３

彭　一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７０

唐知淑 女 工程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６７

汤雪彪 男 副主任技师
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６８

王　辉 男 高级教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６９

唐正义 男 教授 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６６

曾小刚 男 主管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限血液中乙醇含量测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７５

杨明仁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０９１８０６８０７６

３５



四川效率源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１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０１１７１０Ｘ５
机构住所：内江市松山南路２５３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许超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２０１４２０ 传真：０８３２－２２０１４２０
业务范围：电子数据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许超明 男 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９１５３１９００３

王　宁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９１５３１９００１

饶　进 男 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９１５３１９００２

朱星海 男 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３１９００７

张佳强 男 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３１９００９

杨先珉 男 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３１９００６

钟正伟 男 工程师 电子数据鉴定 ５１０９１７３１９０１１

十、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４９７１９７
机构住所：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２０５号三楼３０１－３０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鄢守国

联系电话：０８３３－２５５８３５１ 传真：０８３３－２５５８３５１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桂生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０１

杨祥云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０３

李　智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０５

王仲军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０８

余彬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０９

谢洪雨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１０

余　良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４８

熊晓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４６

４５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乐山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宇春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５１

黄成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５３

周　祥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４７

张　军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１４

陈　园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２０

向建华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２２

邱　浩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３０３７０８９

李倩楠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３０３７０９１

李伟钦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５４

韩爱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０４

赵　平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５６

李小东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５５

王丹玲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３７

胡　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１５

杨云峰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１６

熊　川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１７

韩　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１９

刘　业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１８

粟珏佳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３６

陈　骥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５７

甘文涛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４１

滕　建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４２

干毅俊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５０３７０９３

周秀华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３１

陈　静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６０３７０９５

郭　东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６０３７０９６

胡凤明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６０３７０９７

马　杰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６０３７０９４

吴益川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６０３７０９９

周庆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６０３７０９８

杜俊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２８

高红军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３０

孙　毅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２９

邓晓舫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２６

杨明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３２

邹建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３３

李金亮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２４

５５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小强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２５

蒋　绪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０６

吕学宏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０１３０３７０９０

十一、南充市机构

川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２４３８６Ｔ
机构住所：南充市顺庆区涪江路２３４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杜冰 机构负责人：刘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２２２５３３７ 传真：０８１７－２２２５３３７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木尔扯尔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００３３００１

杜　冰 女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０７

徐国澄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０８

庞和平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０９

陈俊杰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１０

杨建国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１２

饶邦全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１４

谭　颖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３０

李大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３２

唐胜茂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３６

张兴治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３７

李忠和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３８

邓嘉陵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２

周玉勤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２０３３０６１

谭光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０３３０６３

陈思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０３３０６４

张　辉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０３３０６５

张勇凯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０３３０６６

王鸿健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５０３３０６９

６５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南充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　云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５０３３０７０

肖文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２

明　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３

王　洪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４

李卫东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５

杨洪斌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６

王　韵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７

谢　英 女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８

徐冬冬 男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７９

曾恩泉 男 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８０

曾　艳 女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８１

章丽霞 女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８２

张丽华 女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８３

金　波 男 副教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８４

李　娜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７０３３０８５

邓小冬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８０３３０８７

南充明澄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南充市阆中市七里大道１４６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４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田淑诚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６３３８８１１　 传真：０８１７－６２７０８４０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痕迹司法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朱　毅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０１

李鲜德 男 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０８

苟昭映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０３

蒲仕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０６

朱立仁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０５

邱　敏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０８０８６００４

鲜光宏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０

苟清华 女 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２

梁长林 男 助理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３

熊开熔 男 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４

７５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袁才武 男 工程师 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５

宋永权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０２

罗文海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１

朱召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０９

南充鼎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７１９２９Ｍ
机构住所：南充市营山县朗池镇大北街１４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７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邓红梅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８５６０７７３ 传真：０８１７－８２１６４５０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邓红梅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０１

吕　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０３

李建全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０５

唐栋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０４

邓　肃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０８

安先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０７

李清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１４

李万琼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７００２

李晓荣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０８７０１５

尹建春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５０８７０１６

四川惠诚精神医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５７９８０７３７
机构住所：南充市顺庆区白土坝路５５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余成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２３１１０９１ 传真：０８１７－２３１１９２０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余成民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１

８５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宜宾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正发 男 主任医师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２

刘国清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３

蒋荣峰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４
周维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５

夏　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６

张霁帆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７
王　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８

范文澜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９

陈执卿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１０

文家松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１１

程　宇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１２
唐素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１３

贺爱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１４

胥卫东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１６５００１７

李莉霞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６１６５０１８

王素芬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６１６５０１９

罗国宏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６１６５０２０

易全民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６１６５０２１

蔡　捷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６１６５０２２

任建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５１１１１６１６５０２３

十二、宜宾市机构

宜宾新兴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５８６２４９６Ｃ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中山街５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９５



法定代表人：刘盛君 机构负责人：叶蜀新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８２４７２４５ 传真：０８３１－８２１６１６４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万明文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０１

王文祥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０３

孟照全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０９

向　华 男 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６１

向仲文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６２

刘　雪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８２

陆祥元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２０

叶蜀新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８１

陈　扬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７

蒋晓忠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９

宋玉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８０

邹　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８

刘　兵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６

黄祖宜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１５

林渝峰 女 高级讲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１７

张雪琴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２

龚智力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３

文　卫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０１８０６９

曹跃勇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１０

易　勇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０

郑晓秋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２

景明勇 男 主任药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６

向　上 男 主治医生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５

翁庆忠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８８

颜成秀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１

姜　静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７

李　和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８６

刘盛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３

郑　碧 女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９４

朱　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８９

刘咏松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０１８０８７

０６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宜宾市机构

四川金沙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５８６０１Ｆ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外南街６３号商务大楼２楼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赵超 机构负责人：古厚隆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８８８８１４８ 传真：０８３１－８２３２７８６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古厚隆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１１８０３５

王亚琴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１１８０４８

谭家新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８０２０

叶小琴 女 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５１１８０４７

陈晓梅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５１１８０４３

严巨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８００２

曹云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８０１７

李　霞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８０１８

赖　伟 男 讲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１１８０３４

郑晓彬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８０１９

隆元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１８０３０

宜宾高州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８５８２９Ｌ
机构住所：宜宾市高县庆符镇吉祥巷石门小区二街

邮政编码：６４５１５０
法定代表人：向广成 机构负责人：李钢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５４１９９６６ 传真：０８３１－２２８９２９４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钢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００３

曾中林 男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００４

田生荣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００６

王庆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００７

左应才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１９００９

张家纯 男 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１９０１３

杨长华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１９０１５

１６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廖　键 男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５１１９０１６

魏中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００８

官有平 男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１９０１０

高艳玲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１９０１１

缪江红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０１２

吕惠熙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０１４

四川临港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９９９９６９３Ｃ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航天路中段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乔永刚 机构负责人：王鹏远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２３１０８８８ 传真：０８３１－２３１０５５５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建平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０１２０００１

王鹏远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２０００２

乔永刚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２０００３

黄安世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２０００６

张滕木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２０００７

乔永彬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２００１０

张义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２００２１

陈智勇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２００２３

丁常云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２００２４

沈燕国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１２００２８

蔡培素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２０００５

范　荣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７１２００２９

廖宜春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７１２００３０

四川鑫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６５７６８４
机构住所：宜宾市南岸金沙大道１１８号财富中心３号楼１单元１０楼３号、１１楼３号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长远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２３３５４４８

２６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宜宾市机构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毛勤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０２

刘长远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０３

张正勋 男 主管技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１２１７１５３０３５

王中洲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０４

黄　剑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１１

刘　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１９

向汉周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１３

陈　兵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１０

黄　华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０７

周启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５３０２１

周庭玉 男 临床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０１５３００１

曾荟宇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１５３０２８

向道华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１５３０２７

李宏蕤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１５３０２９

彭厚全 男 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２１６１５３０２６

朱国文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１２１７１５３０３４

赵利容 女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１２１７１５３０３２

段业芬 女 主管技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１２１７１５３０３３

杨　熙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５１１２１７１５３０３６

四川中证法医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７３３１１Ｕ
机构住所：宜宾市筠连县筠连镇城南煤都大道２４－２６号浙商大酒店综合楼三楼
邮政编码：６４５２５０
法定代表人：周雨静 机构负责人：李飞阳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７７２６８８３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鉴定能力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少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０２

蔡建德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０３

李飞阳 男 高级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０５

李先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０６

毕世富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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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何　俊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０９

徐永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１０

张　甬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１３

汪　清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４０１５

赵永辉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５４０１６

杨修武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５４０２０

李　琴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５４０２３

戴兴友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５４０２５

唐小平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５４０３０

陈小波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５４０３１

黄　泽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１２１５１５４０３２

刘冬梅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限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５１１２１５１５４０３３

罗太林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５１５４０３４

梅兴艳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２１５１５４０３５

十三、广安市机构

广安世纪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８８３８１Ｋ

机构住所：广安市龙门街９９号

邮政编码：６３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兰洪明 机构负责人：任晓萍

联系电话：０８２６－２３９７１４８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兰洪明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０９
王代永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０６
郑仁荣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０３
伍国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６０５１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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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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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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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钱仲容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１１
尹成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０５
邓世蒲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１０
彭　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１３
袁纯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１４
朱恒贵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１５
蒋光富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０５１０２７
伍　敏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０５１０２８
陈　刚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０５１０２３
游　伟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０５１０２６
罗　云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１３１４０５１０３７
蒋德碧 女 主管检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０５１０３２
王月明 女 检验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０５１０３１
刘锦龙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０５１０２２
兰宗江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３１３０５１０３４

广安福源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７０７４９３４７Ａ
机构住所：广安市广安区城南五福西路９１号
邮政编码：６３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肖光华

联系电话：０８２６－２６２８８８５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东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１９９００２
冯　江 男 主治医生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１９９００４
严建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１９９００６
王明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１９９００７
杨顺超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４１９９０１４
周宗联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４１９９０１３
张素兰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１９９００５
刘光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１９９０１０
刘华林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３１６１９９０１５
蔡阳雄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３１３１９９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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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资阳市机构

资阳求真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４９５３９９
机构住所：资阳市雁江区沱东新区希望大道３号
邮政编码：６４１３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吴岗

联系电话：０２８－２６２４６３５９ 传真：０２８－２６２４６３５９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益民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０８

余利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０９

吴　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０７

秦中惠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１４

黄在金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１９

陈世永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１０

陈普德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１８

黄绪清 女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２８

陈玉仙 女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１５

万维贵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３０２２０３６

谭　军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３０２２０３７

陈剑斌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３０２２０３８

曾富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０６

何　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０５

谢　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０３

张　强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０２２０３３

四川普州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０４７６３０７Ｈ
机构住所：四川省安岳县外南街六段二组

邮政编码：６４２３５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陶宁

联系电话：０２８－２４５０１９７８ 传真：０２８－２４５０１９７８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代　强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２２１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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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付知勤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２２１０００２

李健强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４２１００１１

李明军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２２１０００５

廖　勇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２２１０００３

卿方强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２２１０００４

宋文福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４２１００１０

陶　宁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３２１０００９

文清泽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２２１０００６

吴华明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４１３２１０００８

十五、眉山市机构

眉山公信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２２６２７２１Ｍ
机构住所：眉山市东坡区文安西路５１、５３号
邮政编码：６２００２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红霞

联系电话：０２８－３８１１３３３６ 传真：０２８－３８１１３３３６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梅仕云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０７

鲁大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１４

杨九文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１５

董述明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１６

任玉林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１７

李在方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２１

李华清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２３

代锡莲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２４

石　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４０３４０４８

高继红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４０３４０４９

温　静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４０３４０５０

邱　程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５１４０３４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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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达州市机构

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达州市通川区大北街６７－２号
邮政编码：６３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路建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８－２１４７０１３ 传真：０８１８－２１４７０１３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徐　瑛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０３

谢卫成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０４

蒋忠瑞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０５

赖　骏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０６

周忠山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０７

唐一万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１０

苏佑贤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１３

王洪平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１５

李跃林 女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１７

段启仁 男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０

牟达昌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１

刘明智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３

熊书银 男 副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４

张蓝月 女 副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５

殷　勤 女 副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６

王长伟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７

武思坤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８

王绍均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２９

路建华 男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３１

梁晋中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３２

李果平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３４

杨国英 女 文书司法鉴定、痕迹司法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３５

蒋光芬 女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５０１５０６２

黄小璞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４０１５０５９

唐春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６１６０１５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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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　权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６０１５０６３

何　波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６０１５０６６

王吉祥 男 副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６１６０１５０６５

万光明 男 讲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６０１５０６７

刘传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１５０６９

官仲全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１５０６８

吴伟成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１５０７１

魏智福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１５０７２

马中国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１５０７０

张文娟 女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１５０７３

达州广信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８０１０００８Ｈ
机构住所：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四合街八号

邮政编码：６３５７１１
法定代表人：王诗瑶　 机构负责人：广玉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８－３３３３０２８ 传真：０８１８－３３３３０２８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广玉美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６３２０００１
杜泽孝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６３２０００２
宋竹梅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０７
于　毅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５
蔡友伦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０８

刘福川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４
白学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０４
杨振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０９
潘秀明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０
魏洪兵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０５

杨光春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１
岳金华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２
胡显明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０６
罗思通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３
白小莉 女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６

李　姗 女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３２００１７

９６



达州衡泰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８０６７７Ｃ

机构住所：达州市渠县渠江镇人民医院门诊部六楼

邮政编码：６３５２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一成

联系电话：０８１８－７２２３１６０ 传真：０８１８－７２２３１６０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小林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５７００１

李兆敏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５７００２

赵明才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５７００３

程　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５７００４

杨　琦 女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５７００５

李　健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５７００７

王一成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５７００８

达州正大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５２６０９Ｊ

机构住所：达州市开江县新宁镇老河巷

邮政编码：６３６２５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许崇清

联系电话：０８１８－８２２２２６５、１５８８２９５８２９９ 传真：０８１８－８２２２２６５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小令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２９００８

王联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７０２９００９

唐方祥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２９００１

柏子银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２９００４

朱良国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２９００５

唐启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２９００６

陈昌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２９００３

０７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巴中市机构

达州竹民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８６４５０６８１Ｇ
机构住所：达州市大竹县竹阳镇竹海路东段１１７８号
邮政编码：６３５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周道平　 机构负责人：潘传勇

联系电话：０８１８－６２３１２９３ 传真：０８１８－６２３９２００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潘传勇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２０６００２

申　凯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２０６００３

张显亮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２０６００４

蒲　波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２０６００５

吴定成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２０６００８

朱和平 男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２０６００９

谭建奇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６１３２０６０１０

十七、巴中市机构

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５２８５２０
机构住所：巴中市江北大道西段城市广场府台名居Ｂ幢１５楼
邮政编码：６３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毅

联系电话：０８２７－５２６１０３２ 传真：０８２７－５２６１０３２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朝勋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０２

黎平忠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０３

吕义富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０４

赵　强 男 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０５

姚光荣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０７

刘锐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０８

１７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彭先伟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０９

郑思茂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１０

张邦学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２３

唐锡明 男 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２４

孙　俊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２５

马凤鸣 男 经济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２６

文宴平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２８

冯　平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２９

刘　丽 女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３０

杨子贤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７１５０４６０７４

王　勇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６０４６０７５

十八、雅安市机构

雅安雅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４８７５６４Ｘ１
机构住所：雅安市雨城区大众路１３２号
邮政编码：６２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郑万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５－２３６０１７１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树荣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０５

龚文泰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０８

郑万明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０９

曹玉林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５０２１０２１

廖祖全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５０２１０２２

２７



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雅安市机构

四川精心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８２１９４１０７Ｒ
机构住所：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顺路路村５、６号
邮政编码：６２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蒲道深 机构负责人：邹开庆

联系电话：０８３５－５８９５０４０
业务范围：法医精神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邹开庆 男 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８１６１３７０１０

何正魁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３７００４

张炳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３７００２

易　宏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３７００３

李家忠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精神病鉴定 ５１１８１３１３７００９

四川元鼎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８８０５４４
机构住所：雅安市雨城区河北正街协和广场Ｄ栋一楼
邮政编码：６２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武

联系电话：０８３５－２６２４９６９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邓奕彦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５７００６

陈昌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５７００４

刘汉云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５７００５

李建南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５７００２

陈发荣 男 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１１

李　越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１２

吴　艺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１３

杨光毅 男 主任中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１４

３７



四川辅黎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０４６８７８８Ａ

机构住所：雅安市汉源县富林大道２段１２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５３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范云晏

联系电话：０８３５－４２９１２５１

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范云晏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２２０９００１

傅泽君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２２０９００２

何建东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２２０９００３

周德勇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８１２２０９００５

十九、甘孜州机构

甘孜阳光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４７３２３９８１

机构住所：甘孜州康定市向阳街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２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康艳

联系电话：０８３６－２８１２４１１　 传真：０８３６－２８１２４１１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穆　平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０１

王　宇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０２

曹文凯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０３

黄 祥 男 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０５

格桑朗吉 男 高级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１１

宁友志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１２

杨清华 男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０１３０６６０２２

泽仁曲珍 女 工程师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０１３０６６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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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环境损害类

凉山州机构

二十、阿坝州机构

阿坝正本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１８４８５１７Ｃ
机构住所：阿坝州马尔康市达尔玛街９５号
邮政编码：６２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雍寿清

联系电话：０８３７－２８３２３８６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文书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秀刚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０６

但立峰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０９

雍寿清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１５

余成勇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１６

金仁志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１７

郑朝鑫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２０４４０２９

陈应全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２０４４０３０

马永全 男 高级讲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２０４４０３１

王正斌 男 主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１０３４

刘长礼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２０４４０３５

罗成翊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４０４４０３８

何　丕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４０４４０３９

甲　多 男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２７

兰　波 男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２８

邹贵清 男 文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２６

邓　伟 男 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１９１７０４４０４０

二十一、凉山州机构

凉山定音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７２６０２７０Ｋ
机构住所：凉山州西昌市三岔口南路６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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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翁古达尔

联系电话：０８３４－２１７１４４４ 传真：０８３４－２１７４３６１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靳冀宁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０３

商云安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０２

徐　辉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３０６００２３

吴泰康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０４

柳　庆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０７

谢晓波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３４

李宏志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３５

肖建昆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２９

王秋宝 男 副主任医师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３０

杨胜辉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３０６００２２

张国霖 男 主治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 ５１２１１３０６００２１

边昌林 男 副主任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１１５３０６０２７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凉山分所
社会信用代码：３１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０１１７１８５３
机构住所：西昌市航天大道３段３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５０９９
法定代表人：泽娜 机构负责人：沈月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４－３６２７０１７ 传真：０８３４－３６２７０１７
业务范围：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毒物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银　桦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０９

汪玉久 男 主检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０８

王　菊 女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１１

伍玉容 女 副主任技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１２

陈方华 女 高级工程师 法医毒物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１３

罗　勤 女 法医师 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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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ＮＡ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７９３９３９１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周路９９９号西华大学５教Ｄ区二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９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黄海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２０２７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２３００８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 ０１０４

损害赔偿价值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
鉴定、０２０３零件材料理化性能检测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微量物证鉴定 （０５０２油漆鉴定 （限红外光谱

法）、０５０３橡胶鉴定 （限红外光谱法）、０５０４塑料鉴定 （限红外光谱法）、０５０７纤维鉴定
（限红外光谱法）、０５０８金属鉴定 （限红外光谱法）），机动车事故道路状况鉴定 （０６０１道路
几何线形鉴定０６０２路面状况鉴定０６０４交通安全设施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
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２机动车火灾事故鉴定、０７０３机动车爆炸事故鉴定、０７０４机动车水
渍事故鉴定、０７０５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分析、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海波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１

谭金会 女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２

周廷萱 男 高级实验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３

周　华 男 副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４

李跃平 男 高级实验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５

李平飞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６

曾东建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７

张道文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８

孙仁云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０

金应荣 男 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１

徐延海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２

唐　岚 女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３

刘锦云 女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４

李师可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５

吴　涛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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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龙行现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７

王永忠 男 高级实验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８

廖文俊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１９

张易红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２０

童　勇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２１

杨建军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８０２４

张诗波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８０２５

易　红 女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８０２６

蔡　云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０

何太碧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５

王会镇 男 实验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６

谭正平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７

周　鑫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８

刘克亮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２８０３９

杨维清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８

李　慧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４９

叶九龙 男 高级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５０

罗　林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８０５１

陈　霖 女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２８０５３

高文君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２８０５４

刘　强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２８０５５

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５０６２４３７Ｗ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兴盛西路２号３栋Ｃ座５０１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魏依群 机构负责人：尹浩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７５５７２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
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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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魏自荣 男 高级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０２

刘世松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０３

林元伍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０４

余自强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０５

赵心全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０７

曾仕维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０８

刘祖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０９

陈德厚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１０

张家齐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１０１１

江代生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６

王贤锦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８

沈树盛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９

熊正修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２０

陈　杰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３１

刘　源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２９

李树栋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３０

周向东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８１０２２

黄学明 男 高级技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８１０２６

赵安龙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４０

赵伟杰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８１０３２

王华权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５３

宾　亮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６１

廖　位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８１０６３

四川正刚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４３４８９３９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１１号１栋１１层２４－２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７
法定代表人：李智宇 机构负责人：王洪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５０３２９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

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
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
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
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２机动车火灾事故鉴定、０７０５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分
析、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０８



机动车类

成都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尹世明 男 高级技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７００１
陈宪民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７００３
龚康黔 男 高级技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７００４
卢　跃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０７００６
张小林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０７００７
易北华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０７００８
王洪明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３０７００９
黄　骏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３０７０１０

四川中典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９２９７３９１７２
机构住所：成都市双流县航空港黄河中路二段３８８号蓝光空港国际城７栋４单元１３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２２５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罗广渝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２５７８９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２５７０９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 （只做检查项目）、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
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 （只做检查项目）、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
（不做性能试验）、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
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道
路状况鉴定 （０６０１道路几何线形鉴定、０６０２路面状态鉴定、０６０３隧道照明鉴定、０６０４交
通安全设施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２机动车火灾事
故鉴定、０７０４机动车水渍事故鉴定、０７０５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分析、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
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广渝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４００１
樊　鸿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４００２
刘小穗 男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４００３
刘德盛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３１４０２７
席德鹏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４０１３
张启谋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２２
马君彪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３１４０２８
周　强 男 电子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２６
刘　阳 男 试验检测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２４
蒋　波 男 试验检测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２３
邱　杰 男 试验检测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３１４０２５
易　军 男 保险公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３１４０３３
刘　宇 男 保险公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３１４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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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荣诚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８０１５０５２８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聚荟街３８８号５栋２单元１楼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３
法定代表人：李世勇 机构负责人：刘英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０１２１４１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６２１４１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
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
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
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曲　星 男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２０４００１

陈龙金 男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２０４００２

刘　英 女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２０４００３

杨　金 男 二手车鉴定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０４００４

李任龙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０６

刘兴尧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０７

张幼明 男 通信技术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０８

张性伟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０９

李世勇 男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１０

王学均 男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１１

税国龙 男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１２

杜　松 男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１３

谭　忠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２０４０１４

伍小锋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２０４０１６

毛建军 男 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２０４０１７

吴洪昌 男 高级实验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２０４０１８

四川鼎盛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９２１２７２２７Ａ
机构住所：成都市成华区保和乡天鹅村５组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５１
法定代表人：黄林 机构负责人：郑成功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７３５２９９ 传真：０２８－８４７３５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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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成都市机构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 （只做车辆检测线检测），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
定 （只做车辆检测线检测）］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古盛全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６００１

陈红宇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６００３

邹宏志 男 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６００４

田　涛 男 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６００５

魏留伟 男 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６００６

郑成功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６００７

庞友文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１６００８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３５８０７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抚琴西路１７１号８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小玲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６９３９８　０２８－８７７９１５８５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９５１６７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

车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

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灼然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０４２０１７

王文杰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４２０２９

谢仕银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４２０２８

赵泽勇 男 质量检验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４２０３０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３２５１１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８７号９栋２单元５楼２号、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３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泽娜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１８１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１８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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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２机动车火

灾事故鉴定、０７０４机动车水渍事故鉴定、０７０５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分析、０７０６道路交通

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朱万嘉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２６

吴　敏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２７

高晓岷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２８

唐永强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０９０００１

黄小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３１

郭炳松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９００５７

赵建雄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９００５６

孙德林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４３

何朝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４２

顾　超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９００７０

童　星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９００８７

张少航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９００８９

陈俊池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９００９１

陈德明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９００９０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６６６６６７１１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１０号附２号紫兰大厦１４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２

法定代表人：何清旭 机构负责人：张强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７９６９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７６０７５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

估鉴定、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０３０１

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

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

鉴定、０７０５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分析 （限事故形态分析）、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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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成都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祝　乔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５３

刘伟群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５４

刘　阳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５８

刘　松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７２

张锋刚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３

兰洪斌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５

赵国良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１０５６

赵　锐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１３１０６８

四川火灾物证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９５２５４Ｑ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南路６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赵长征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５１２７６０，０２８８７５１２７５０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１２５３３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微量物证鉴定 （０５０２油漆鉴定、０５０４塑料鉴定、

０５０５皮革鉴定、０５０６木材鉴定、０５０７纤维鉴定、０５０８金属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２机动车火灾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长征 男 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２０１０

阳世群 女 副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４

彭　波 男 助理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５

祝兴华 女 助理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６

王立芬 女 助理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２００７

高　鹏 男 助理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２０１１

张　怡 男 助理研究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３２０１２

四川中信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５８２２１７１８８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３７号新１号Ｂ４０１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郑州静 机构负责人：朱大地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７９９２１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

析、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
辆唯一性鉴定、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５８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彭宇明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６

冯　放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８８０３０

冯裕祥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４

李玉梅 女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１

刘　松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５

蒲朝良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３

刘　平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８８００２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１２０７２４１４８００２
机构住所：成都市龙泉驿区世纪大道兴茂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欧海林 机构负责人：朱敏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５７３６３、６５０９９２２９ 传真：０２８－８８４５７９１９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３零部件理化性能

检测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微量物证鉴定 （０５０１油脂鉴定、
０５０２油漆鉴定、０５０４塑料鉴定、０５０８金属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何长义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１

谢　勇 男 高级工程师 设备监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４

卿　辉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质量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５

方　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６１００８

李隆平 男 教授级高工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３

侯邦清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６

张永泽 男 教授级高工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０

成都兴中信旧机动车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２２７５８７５５６８５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双流县白家镇成都宏盟二手车市场Ｃ区３８、３９号 （成都市白家车管所旁）

邮政编码：６１０２１１
法定代表人：张内英 机构负责人：喻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１４８１８１１ 传真：０２８－６７０３９５６８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

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６８



机动车类

绵阳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喻　莉 女
高级评估师

汽车估损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３００１

叶全芬 女 高级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３００２

曾水斌 男
中级评估师

汽车估损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３００３

兰　波 男 汽车估损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３００４

四川科博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９９５７２８９９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高鹏大道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石磊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９６９０４０ 传真：０２８－８５９６９０４０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

痕迹鉴定、０６０１道路几何线性鉴定、０６０４交通安全设施鉴定、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
０７０２机动车火灾事故鉴定、０７０５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分析、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　斌 男 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６００３
周林福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６００２
何　操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６００６
王剑波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６００５
周　旭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６００４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顺洁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８６４９７３７５Ｃ
机构住所：绵阳市涪城区文武中路６９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莫正豪 机构负责人：郭晓斌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６３９５０９８ 传真：０８１６－６３９５０９８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

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
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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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郭晓斌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１
王智维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１０
苏　波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７
彭　军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６
谭振兴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７２０８０１１
王延秋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３
易　伟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８
杨开友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９
张海平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７２０８０１２
刘　勇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２
何　荣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５
高保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２０８００４

三、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１６３２２３９Ｈ
机构住所：自贡市汇东汇川路１３０８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 丽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２０２１３９、５５２５８９３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
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事
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６）］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魏太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５０
游贵清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００１３０６２
梁崇文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５１
韩和清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５２
刘　勇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５３
周　健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５０１３０７９
李　建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１３０９８
罗　颖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７０１３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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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攀枝花市机构

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７４３８４９ＸＬ
机构住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汇景苑１单元２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夏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１２２２３３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
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兰家龙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５

方蔚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４

黄正铨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３

陈　兵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１６３０４９

四、攀枝花市机构

攀枝花法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３０７８６Ｃ
机构住所：攀枝花市东区人民街７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７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向志敏

联系电话：０８１２－３３４８２３３ 传真：０８１２－３３５５１８１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
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
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学斌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４２

黎　辉 男 助理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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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林友家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４４

赵庆利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７０１７０４３

夏洪元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６０１７０３５

张锡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６０１７０３４

闫智军 男 旧机动车高级鉴定估价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６０１７０３６

邓晓川 男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６０１７０３８

杜增贵 男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４１６０１７０３７

五、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２０２２３Ｘ
机构住所：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２号１号楼１３层１３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彭洪涛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３１０２２４１ 传真：０８３０－６６６３５８９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
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
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付龙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７６

李红泸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７７

罗征林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７８

四川菲斯特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７９６１６５５９５
机构住所：泸州市江阳西路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赵波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３１０６３３３ 传真：０８３０－２２７９３１１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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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德阳市机构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
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
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郭世彬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２００００２

刘铁民 男 汽车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２００００３

孟祥德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２００００４

张明英 女 汽车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２００００６

肖树森 男 汽车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２００００７

王永刚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２２００００８

张国勇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２２０００１０

刘　涛 男 质检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５１５２０００３６

六、德阳市机构

四川鉴真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２７５５７３ＸＦ
机构住所：德阳市庐山南路一段１６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宋庆堂　 机构负责人：舒丹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２５３３８８８ 传真：０８３８－２５３３８８８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

定），机动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
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
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舒　丹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５２１２００６

邓兆友 男 助理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２１２００２

廖承兵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５２１２００８

汤振勇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５２１２００７

文效周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７２１２００９

廖云东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２１２００３

肖　健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３２１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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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广元市机构

四川金顺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１５１００００３５６２９７０２８０
机构住所：广元市经济开发区下西居委会

邮政编码：６２８００１
法定代表人：周光才 机构负责人：褚仁南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３３１５６８８ 传真：０８３９－３３１５６８８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 （只做人工检验）］、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
离痕迹鉴定 （只做宏观检验）］、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只做人工

检验）］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褚仁南 男
高级汽车运用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７１７３１８００７

杨广宇 男 汽车估损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７１７３１８００６

吕　波 男 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７１５３１８００１

八、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２２４７５Ｎ
机构住所：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６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９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冉红军

联系电话：０８２５－２２５４１５０ 传真：０８２５－２２２３０７５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体技术性能鉴定 （限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

术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
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车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袁　坤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７０２８０７０

袁慧彬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７０２８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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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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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宏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７０２８０７４

林　康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７０２８０７１

黄孝贵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８１７０２８０７２

九、内江市机构

内江天平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８４２３５０３ＸＭ
机构住所：内江市经济开发西区苏家桥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张爱萍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２０５２９６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
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
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爱萍 女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２０５００１

杨　宇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２０５００２

刘　宏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２０５００３

刘　钊 男 高级技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２０５００６

邓　玺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２０５００５

邓诗科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０９１２２０５００７

十、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４９７１９７

机构住所：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２０５号三楼３０１－３０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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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６１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鄢守国

联系电话：０８３３－２５５８３５１、７８０３３８９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 （只做人工检查部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

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体分
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
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徐　斌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１００

刘晓群 女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１０１

强永军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１０２

袁　敏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１０３

高　磊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１０４

陈小红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１０５

罗　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１０６

十一、南充市机构

四川天成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９８５４８９６Ｄ

机构住所：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兆祥铂金时代十四栋二层２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６７６

法定代表人：韩欣江 机构负责人：唐代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７２１６０８８ 传真：０８１７－７２１６０８８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６道路

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唐代金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３１２００２

胡俊清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３１２００３

朱继超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３３１２００１

王志强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５３１２００４

吴长根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１１５３１２００５

４９



机动车类

宜宾市机构

十二、宜宾市机构

四川中山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７９６２６０９５Ｍ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外南街６３号４层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罗晓兰 机构负责人：张维澄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３５２３１１９、３５０５９７９ 传真：０８３１－３５２３１１９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

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
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维澄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０２０１２

喻声频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２０２０１１

贺大松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２０２０１０

陈小龙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０２０１３

李裕华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７

林昌友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１

王承跃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５

赵茂林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９

周学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３

宜宾南岸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５８３２００８６

机构住所：宜宾市临港经济开发区中国西南机械贸易城Ａ４－５－３－６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谢辉 机构负责人：吴松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２２２０２９５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

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肖　勇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３１１００２

刘福华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３１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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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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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松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３１１００１

卢光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３１１００６

谢　勇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３１１００７

刘　良 男 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３１１００４

十三、广安市机构

广安思源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５２１７６８９２Ｘ

机构住所：广安市广安区长宁街１６－１８号

邮政编码：６３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欧鹏 机构负责人：田映思

联系电话：０８２６－２７２９７８９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

定、０３０２零部件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

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

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田映思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１７００１

王志坚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１７００３

雷绍军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１７００４

胡学伦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１７００５

柏　杨 女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１７００６

夏奇灵 男 质量检验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３２１７００７

李文建 男 质量检验员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５２１７００８

侯学春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５２１７０１１

欧　鹏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５２１７００９

周　斌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５２１７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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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资阳市机构

广安巨丰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８２１７４８４３Ｃ
机构住所：广安市龙门街９７号
邮政编码：６３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唐蕊 机构负责人：彭俐森

联系电话：０８２６－２３５３６３３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２零部件价值评估鉴定、

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
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
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道路状况鉴定
（０６０１道路几何线形鉴定、０６０２路面状态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
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宗湘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０３０２８

严达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０３０３０

唐允文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０３０２５

袁明冲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０３０２７

十四、资阳市机构

四川尚科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６６７５６９６ＸＣ
机构住所：资阳市雁江区外环西一段４６号川雁机械制造厂内
邮政编码：６４１３００
法定代表人：张忠智 机构负责人：温康健

联系电话：０２８－２６６３３２１３ 传真：０２８－２６０７７０６０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
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成德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４１５３０３０１５

舒　宇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４１５３０３０１３

邓雪松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４１５３０３０１６

张再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４１５３０３０１４

７９



十五、巴中市机构

巴中先锋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１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０１１７１４２Ｍ

机构住所：巴中市西部国际商贸城秦巴大道杨家沟段

邮政编码：６３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李芬华 机构负责人：王?

联系电话：０８２７－５６６８０００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４损害赔偿价值评估鉴

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 （限车辆属性鉴定））、机动车道路交

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整

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

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限交通事故车辆安全技术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１

卢自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２

李仕金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３

李　其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４

张绍兴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５

徐　毅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限机动车价值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６

李明康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限机动车价值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７

魏从文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限机动车价值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８

何东洋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限机动车价值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０９

蒲芝明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１０

马友元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１１

何效先 男 副教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１２

马　骥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１３

王天平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１４

杨善同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７１７３２３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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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眉山市机构

十六、雅安市机构

雅安市机动车检测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４５２５３３８１ＸＲ

机构住所：雅安市雨城区多营镇长安路２６号

邮政编码：６２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吕航 机构负责人：刘武东

联系电话：０８３５－２６１１９６８ 传真：０８３５－２６１１９６８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

定、０２０４零部件失效分析），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０３０２零部件

维修质量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

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武东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９４００１

黄　琦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８１０１９４００２

徐昌坤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９４００４

王世学 男 助理讲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９４００５

十七、眉山市机构

四川眉洲司法鉴定所 （ＣＭ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１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０１１６６６８Ｆ

机构住所：四川省眉山市同运街１０号２层２－１号

邮政编码：６２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张正书 机构负责人：胡明冲

联系电话：０２８－３６２０８１１７ 传真：０２８－３６２０８１１７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

０１０４损害价值评估鉴定）、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 （限人工检查项

目））、机动车维修质量鉴定 （０３０１整车维修质量鉴定 （限人工检查项目））、机动车道路交

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使速度鉴定、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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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明冲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５１６３２１００１

徐孝东 男 技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５１６３２１００２

周泽清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５１６３２１００３

胡秋红 女 价格鉴证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５１６３２１００４

余志刚 男 技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５１６３２１００５

秦万良 男 助理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５１６３２１００６

黎　红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１５１６３２１００７

十八、凉山州机构

四川基因格司法鉴定所凉山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８０２００３８Ｃ
机构住所：凉山州西昌市航天道一号３栋１单元２０３
邮政编码：６１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亓宇　 机构负责人：唐显俊

联系电话：０８３４－２８９６２８５ 传真：０８３４－２８９６２８５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痕迹鉴定 （０４０４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
机动车行驶速度鉴定、０７０６其他道路交通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唐显俊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１１３３００００１

王　克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１１３３００００２

周承军 男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１１３３００００４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凉山分所
社会信用代码：３１５１００００ＭＤ０１１７１８５３
机构住所：西昌市航天大道３段３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５０９９
法定代表人：泽娜 机构负责人：沈月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４－３６２７０１７ 传真：０８３４－３６２７０１７
业务范围：机动车司法鉴定 ［机动车价值鉴定 （０１０１整车价值评估鉴定、０１０３修复费用评估鉴定）、

机动车技术性能鉴定 （０２０１整车技术性能鉴定、０２０２零部件技术性能鉴定）、机动车道路
交通事故痕迹鉴定 （０４０１轮胎痕迹鉴定、０４０２地面痕迹鉴定、０４０３车体痕迹鉴定、０４０４
整体分离痕迹鉴定、０４０５车辆唯一性鉴定）、机动车事故成因鉴定 （０７０１机动车行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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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类

凉山州机构

鉴定、０７０２机动车火灾事故鉴定、０７０５道路交通事故过程重建分析、０７０６道路交通事故鉴
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谢兴云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０６

贾文才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１４

肖　胜 男 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０５

赵　燕 男 高级工程师 机动车司法鉴定 ５１２１１７３２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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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鹏程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５８６６１５５Ｋ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欧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３３１８１３３、８３３８３０９９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岳明泽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３

蔡战波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４

曾廷敏 男 副教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３

欧　奎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１

侯小彬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５

赵华凌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６

符晓敏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５

田庆国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８

何桂涛 男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２

刘迎春 男 高级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７

杨　刚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８

龚秀华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０

王绍东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１

何小军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９

陈　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１９

吴　勇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２０

刘颢軻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２１

孙安忠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１００２

四川建业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４２９５５Ａ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安中路８－４０号豪瑞新界Ａ座８楼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付勤明 机构负责人：陈善任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８５７７５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１００６６－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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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晓岗 男 房地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５

付勤明 男 高级经济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资产鉴定、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１

徐　颢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３

刘湘蓉 女 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４

朱盈盈 女 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９

施英雄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６００６

四川通和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０３７３７Ｂ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６６６号３栋１５层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郑杰峰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２８９２３ 传真：０２８－８６５１１０５７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再富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９００３

杨　忠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９００４

徐咏国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９０１１

秦汉玉 男 高级工程师 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９０１３

梁　斌 男 经济师 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９０１４

陈　蓉 女 经济师 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９０１６

郑杰峰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９０１７

四川信永中和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２５０８２Ｍ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８８号中航国际广场Ｂ座９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黄乔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２９９１８８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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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　乔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１

王　云 男
会计师

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００１４

陈　彬 男
会计师

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１００１５

唐松柏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８

谭本军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７

金亚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４

程　菁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８

曾凤华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９

黄正国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５

王红利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６

黄　玲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７

周显明 男
会计师

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１００１６

王剑平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１００１９

四川恒中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１４４０２１８Ｇ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街２号华业广场９０６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文革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２００７６６６、８７７５１１１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５０５３３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　峰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４００１

杨文革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４００２

彭　勇 男 讲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４００３

袁　星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４００４

李润原 男 副教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４００５

四川海林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０２４８９３
机构住所：成都市洗面桥街３３号艺墅花乡１４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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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６１５４６、８５５６１４００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６０５４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海惠 女 高级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０９

王小红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１４

吴　勇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１３

林苇铭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１１

师繁灿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０７５００７

田雨竹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２２

四川经纬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８４６２０Ｅ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华兴正街５号王府井商务楼Ｂ座１９楼Ｃ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黄宇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１９３９０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２３２８５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文晓君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０６２１７４７

周玉琼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０６０４７４６１５

黄　宇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６１２５１５

黄　俊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０６０４７６１７

黄崇峰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０６１２５１２

杨大雄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０６１２０５７

罗德琴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０６２１９９７

赵美菊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０６２１９９５

陈晓光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０９０４７０００１

赵邦森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０６２１７４８

潘瑞强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０６０４７４６１６

四川华意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６９１８８８９Ｄ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体路２号西体奥林花园１７楼Ｂ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坚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１２４６８

６０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坚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１４

叶　平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１３

赵　洁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２

易　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３

陈　明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４

刘春燕 女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５

张震宇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６

罗　莉 女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７

郭建锦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８

唐一民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９

赖志钢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０１

四川京都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０１８０６１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２２９号７栋５层５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惠楠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３８１９２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３７７９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惠楠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４００１

陈凌洁 女 会计师 高级咨询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４００２

曾淑君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４００３

雷　鸿 男 经济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４００５

周贤军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４００６

张艺萍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高级咨询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４０１２

四川中砝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０４３８５Ｕ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永丰路２１号瑞祥大厦５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杜鹃

７０１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２０１１１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２０１１１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余红兵 男 高级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０１

杜　鹃 女 副教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２１

晏　红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０４

陈　艳 女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１９

何春英 女 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０８

翁　炼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０７

刘小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０６

罗孝银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８００２

四川鼎鑫宏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科南路２３３号ＩＰ科技中心２栋６楼２－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洪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５９２８８６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９２８８６转８５５５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　洪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６００１

高育丽 女 工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６００２

王德华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６００３

宋永慧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６００６

田涌泉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房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６００７

侯朝慧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７６０２１

陈国强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１

丁永泉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６

黄丽娜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３

黎筱雪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７６０２３

李　林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７６０２２

李　翔 女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７

刘　雨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９

８０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陶玉琼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２０

王　婷 女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５

杨　敏 女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８

周建英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６０７６０２４

周　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０７６０１４

四川利翔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０３５４２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乡农寺街５９号金港商城Ｃ座三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刘戟 机构负责人：吕玉峰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７８３５８、８７６７６６３６ 传真：０２８－８７６７６６３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吕玉峰 男 高级经济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４００１

刘　戟 女 高级经济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４００９

赵　玲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４００７

曾劲虹 女 工程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４００３

卢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８４０１０

张向伟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８４０１１

四川建科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０５７１６Ｍ
机构住所：成都市八宝街９０号九龙商务楼２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正国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７３７６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５３７６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　钢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７７００７

但汉昆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７７００６

肖成静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７００５

９０１



四川新立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４６８９７６０３
机构住所：成都市鼓楼南街１１７号世界贸易中心Ａ座６０６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７
法定代表人：吕王希子 机构负责人：柴敏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６１１１３２８ 传真：０２８－６６１１１３２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柴　敏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０４

胡家祥 男 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１２

李淑碧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１０

李晓军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０７

邱文德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０６

任爱民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０８

唐文欣 男 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０１

王　建 男 高级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０５

尹　玲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４００９

四川中衡安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９３４６４Ｍ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４８６号中铁西城５栋５楼５０１－５０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肖军 机构负责人：于亨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２０６４６、８６１２７７１８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２７６７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肖　军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０

余小平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５

任文强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１

周渝华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４

李大明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０８

张晓玉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０５

于亨华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６

０１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林　敏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２１

彭　莉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７

周　怡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２０

吴清贵 男 审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９

朱长忠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１８

唐华栋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０１

韩　莉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０２

聂　波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２２

王　勇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２５

旷明伟 男 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０３

金玉梅 女 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０５００４

四川科达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７２５７８４８６
机构住所：成都市书院西街１号亚太大厦１４Ｃ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７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罗孝强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８７６２８ 传真：０２８－８６７８７６２８－８０１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孝强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１

唐明国 男 经济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２

陈大华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３

廖义玲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０

金　峰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４

肖红梅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５

陈　波 男 助理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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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　涛 女 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７

张　铨 男 经济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９

罗骁莉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８

周　翔 男 经济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２１１００１２

刘　帅 女 经济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２１１００１１

四川神州升泰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５１２６ＸＮ

机构住所：成都市致民路６１号南岸一家Ｂ－１－６０１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文秋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４５１３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５４５０５４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谭定淑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１９

黄晓民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１８

薛忠琳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１６

高昌进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０

陈薪任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１

代国强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０６

张　义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１７

王继勇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０５

张　川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１５

李　鹏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０７

季文龙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０４

王柯懿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０８

段述勤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２

张　军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０３

张剑军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３９０３３

张建强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０３９０３２

四川标准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４８２７６Ｐ
机构住所：成都市三洞桥街２号华业广场８０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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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古时银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６９１９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４３８０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古时银 男 审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０２

张仕田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０８

张尔富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０１

王国瑜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１０

詹小霞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１１

吴会全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０６

魏云熙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１７

黄利琼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１４

黄伟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２２

罗　莹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２１

曾　涛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１９

陈大森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０９

四川中方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１６５９７Ｌ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万和路９０号天象大厦１０楼Ｄ座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国芳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５１７５９８ 传真：０２８－８６７５７２９９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国芳 女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６

林立权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５

周长明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３

李卫东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８

刘　强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２

刘国成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７

雷筱芬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１

苟春桃 女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９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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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朝辉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５６８５８Ｕ

机构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２１号盘谷花园５－３－７０３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曹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２５２１１８ 传真：０２８－８５２５２１９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曹　蓉 女 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２

何　勇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３

左显辉 男 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８

窦东川 男 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７

丁邱敏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５

廖　建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４

胡　俊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１

曾朝杰 男 讲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１１

刘胜良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１０

张　进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１２

栗时忠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０９

陈建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３０１３

四川平和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５６１５３７
机构住所：成都市东打铜街２５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孙凤英 机构负责人：张真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３４６１６６ 传真：０２８－８７３４６１６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　真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１

黎泽芳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３

郭　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４

华幼静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５

冯　岚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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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艳萍 女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７

岳其合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８

孙　红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０９

何　浪 女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１０

张玉茹 女 审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１０１５

周玉平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９１０１７

杨　楝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１

赵文洪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２

黄碧华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７

胡宗贤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５

田耕俊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３

汪永红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４

杨德全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６

詹文明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８

宋　彬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９

苏怀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１１

李代树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１３

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６ＭＡ２ＰＢ１Ｙ０Ｑ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环交大智慧城二环路北一段１１１号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２６０５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吴颖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５２２９８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２０９１８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小明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０００４

吴颖莉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０００３

盘小霞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４

张　引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５

唐　阳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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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联恒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０５７２２８３０６９Ｗ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３９９号６栋１单元５层１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冉孟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５２２９８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２０９１８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崔太平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土地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４００１

冉孟华 男 土地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４２１４００６

杜　强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４００４

石运朴 男 保险公估人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４００５

岳　灵 男 房地产、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２２１４００３

四川协合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４６９８０３４５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１９９号五冶大厦１栋２单元１６楼１、２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楝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６３５５８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７０３８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　楝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１

赵文洪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房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２

黄碧华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房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７

胡宗贤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５

田耕俊 男 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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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汪永红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房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４

杨德全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６

詹文明 男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８

宋　彬 男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０９

苏怀明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１１

李代树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７０１３

四川泰宇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３０９６５７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华门街２０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５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汪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３６３９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３３７１６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汪　梅 女 经济师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３

谭志慧 女 高级工程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１

何海洋 男 工程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２

伍诗源 女 高级经济师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４

李　峰 男 经济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８

黄　静 女 高级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７

谢锦玲 女 高级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０５

陈海燕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１０

谢　冰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００１１

７１１



四川大成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５８２２９２０Ｙ
机构住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望仙场街１号百花商务楼５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７２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徐涛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５６６００、８７０５６６１１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５９９００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石胜国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１

王　磊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２

徐　涛 女 经济师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３

李华忠 男 经济师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４

杨金燕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５

蒋　斌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６

缪静茹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７

杜云川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０８

胡召林 男 经济师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１０

刘廷泽 男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１１

杨　嘉 男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３０１２

四川华威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３４６３３Ａ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晋沙街１２号附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何夕灵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６２６９２ 传真：０２８－８６５２８９２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８１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　伟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１

苏　娅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２

刘朝荣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咨询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３

黄　颖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４

沈小清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５

周双庆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６

兰　英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７

何夕灵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０８

涂　涛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１０

张　晋 男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１１

普桂莲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１２

母春泉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１３

黄大庭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５０１５

四川旌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９１４０２０２Ｅ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１７００号新世纪环球中心４栋１单元１９楼１０－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张争鸣 机构负责人：刘晓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５５９５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５５９５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争鸣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５００８

康　黎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５００３

唐光远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５０１０

李文辉 女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５０１２

杨建雄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４１３５０１５

周德艳 女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５０１３

９１１



四川德维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８０４９０Ｂ
机构住所：成都市槐树街３５号银杏大厦７０８室
邮政编码：６０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培均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６３８２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培均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６

王迪迪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２

任国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５

蓝　鹂 女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９

侯　秦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７

邓　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３

刘盛平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４

刘　驰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２００１

四川衡立泰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９５４６５Ｋ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８１８号４栋３单元６０４－６０８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永贵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１４８５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谢兴隆 男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８００１

刘永贵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８００４

王华良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５１５８００６

王子德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８００３

余　宏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５８００８

金　鹤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５８０１０

徐桂霞 女 高级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５１５８００７

陈　苹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５８０１１

程　玲 女 高级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５１５８００９

０２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四川实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１４８４２Ｊ
机构住所：成都市天祥街１１１号富临花园１幢３单元１楼２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肖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５５２９８０ 传真：０２８－８４５５２９８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筱梅 女
注册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８

程玉琼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２

赖世英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３

刘安怀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４

成　杰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７

肖　梅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５

姜　静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６

四川普林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７８５８４Ｇ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吉瑞三路９９号泰然环球中心１栋４单元１０楼１０１５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岳凡宋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０８１５５５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７８１１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岳凡宋 男 会计师
高级经济师

高级纳税筹划师
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０００１

李光辉 男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注册会计师
税务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０００４

熊国军 男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注册会计师
税务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７０００５

刘素香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注册会计师
税务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７０００８

１２１



四川华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６７８２６９８２９７Ｔ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吉庆三路３３３号蜀都中心２期１－３－４０１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叶晓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１７００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１７００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　诚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００３

蒋晓兰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００２

熊　星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００４

罗　彬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００５

吕　英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２０１００１

四川金土地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４７４２４１４Ｆ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２５号Ａ幢２单元３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陈学方 机构负责人：刘晓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６６７７６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９２９９８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学方 男 土地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６００４

齐　文 男 土地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６００５

何　飚 男 土地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６００６

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２４０５５７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６９号红星国际２期２号楼１６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１
法定代表人：王锦 机构负责人：王能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５１４９２、８６７５１１８３ 传真：０２８－８１７２０５８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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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傅　俭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１８

白　超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２７

付牧新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２４

余昌玲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４７

王　锦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４８

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３２５１１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墨香路８７号９栋２单元５楼２号、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３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泽娜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１８１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１８１４７
业务范围：保险赔偿纠纷鉴定、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郑江丽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３３

张　敏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３４

黄小丁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３６

泽　娜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３９

邵　岚 女 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３５

谭　
#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３７

冯　岩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４０

周成国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９００８２

吴海英 女 评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００４１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１９６６０６
机构住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１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平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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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朱泳波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３
李　平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７
余　涛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２２
王道全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１
曾朝杰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２
陈　彬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３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６６６６６７１１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１０号附２号紫兰大厦１４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２
法定代表人：何清旭 机构负责人：张强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７９６９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７６０７５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质兵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１

魏丽娜 女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９

李成文 男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０

周福智 男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１

李　能 男 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１２

张　红 女 土地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２１３１０２３

郑　钢 男
资产评估师

注册造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７

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６５３２３Ｅ
机构住所：成都市实业街５９号新世界商务楼１１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兰晓 机构负责人：张国鸿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５１５８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蒋金泉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３

周从慧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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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许　邦 男 工程师 保险公估人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２

肖　翔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７

张国鸿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８

黄光耀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６

郭永建 男 价格鉴证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５

黄　英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４

修　滨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３

曹　晋 男 工程师 保险公估人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０

刘川峰 男 工程师 保险公估人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９

葛　明 男 高级审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２

兰　晓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１

邱光成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４５０１８

朱小俏 女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３０４５０１９

四川中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７８６０７４４Ｙ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大街８４号金色夏威夷Ａ４１１－Ａ４１３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鄢庆曦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３６４６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３６４６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雷　洁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１１

王　庆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１４

李　海 男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１５

宋剑英 女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２５

黄太刚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２６

赵　江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２７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０９８７６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任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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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８５２４８８３７ 传真：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世英 女 高级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０

荣　晶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７

廖正富 男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３０３０

柳　桃 女 高级工程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６

刘宏刚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３００４

彭龙虎 男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３０３７

任代祥 男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５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３５８０７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抚琴西路１７１号８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小玲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６９３９８０２８－８７７９１５８５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９５１６７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司光纪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２

李晓军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０

宋义萍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４２０３１

颜　东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８

杨学峰 女
注册会计师

注册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２

赵方勇 男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６

赵小青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６

杨舜尧 男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３

成　勇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２

赵增明 男
农艺教授级

咨询师
司法资产评估 （限现代农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７

刘华兵 男 会计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９

兰　虹 女 副教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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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成都天圣国润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３７７４２２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西大街８４号金色夏威夷Ａ座７０５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５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郑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１１３４４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１１３４４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　健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７１００８

罗　懿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７１００９

唐勇江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７１００５

陈世芬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７１０１２

何成乾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４０７１０１３

刘学智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７１０１１

成都中大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８６０６９８２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２５号琴台大厦１０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５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陈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４７１０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５１２０５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池季龙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０１

刘风成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０２

周群英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０３

王道泽 男 高级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０５

骆旭利 女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０７

成　睿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０９

朱雪梅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０

陈　波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２

余　睿 女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３

李　瑶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５

燕　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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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梁　磊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７

吴瑞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８

赵青海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９

李海英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２８

戴　 女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２９

朱　涛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３０

杨云成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３１

郭德伟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３２

宋　蓓 女 助理审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３４

何　波 男 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２５

成都永立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７２１８８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９号１栋１５层１５０９、１５１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翼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２９８３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６２８４６８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玖水 男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５

刘　翼 女 工程师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４

杨都成 男 高级工程师 旧机动车鉴定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９

刘智勇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１０

彭鹭萍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０００１３

刘　立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６

张晓梅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１０００１４

８２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四川兴良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２３０６０７ＸＧ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两江国际２幢１２楼１２０１－１２０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９４
法定代表人：邱小林 机构负责人：周刚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４４３９２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８３６９７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梁名又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０１

邱小林 男 高级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１８

叶晓英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０２

赵　红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０４

周　刚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１７

周　婧 女 高级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１９

康义峰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１５

王家祥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２０

四川武兴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９７０４１５７Ｊ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升桥东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张登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０８９７１０ 传真：０２８－８５０７６０５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　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１

李华英 女 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２

李　燕 女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３

廖　莉 女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４

葛　雅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５

张登明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６

王　岚 女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７

肖建蓉 女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９

赵　雯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１１

曾成钰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１２

苏　琳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１４

９２１



四川蜀通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７２７５４０５３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１９号１８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任尚宁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３１２７８４ 传真：０２８－８４３１２７８４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任尚宁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２

张亚蓉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３

黄卡萍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４

吴岑霏 男 工程师 房地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５

王思云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６

谭清秀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７

徐　波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８

叶远兵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１０

鞠晴江 女 经济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１１

曾祥秋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１３

吴敏蓉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０９７０２５

四川信达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１４０３６３６Ｎ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三路９８号光华逸家１５栋１２层１２０５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赵遷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３５２３３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３４９３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旭东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６０００１

赵　遷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６０００２

曹宏宝 男 经济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６０００３

０３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龚激扬 男 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６０００４

贺晓梅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１６０００７

张先国 男 经济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４１６０００６

四川嘉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４８８８３１ＸＯ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２８８号锦天国际１幢３单元２２楼１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７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勇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５１２２１９ 传真：０２８－８６５１２３０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勇 男 高级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１００１

何　斌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１００２

曹　洁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１００３

王梓忠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１００４

史春艳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１００５

汪　洪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１００６

四川嘉汇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９１３６４７３Ｄ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２８８号锦天国际１幢３单元２２楼０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７

法定代表人：李勇 机构负责人：李俊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５１１７１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５１２３０６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俊华 女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０１

朱李霞 女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０３

１３１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牟　理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０４

刘永康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０６

刘　宇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０７

李海君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０９

兰锡鹏 男 高级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１０

张　玲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１１

张泽勇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２０１２

四川兴精诚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７４３８１Ｈ
机构住所：成都市蜀汉路４２４号新天地２栋７楼Ｉ座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萍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７３３３７，８５１２２２５０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７３３３７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阳洪彬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１

刘　滔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３

刘　萍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４

宋文晖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５

张先吉 男 副教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６

陈　琼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７

张　萍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８

王海涛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９

张　萍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１０

李庆津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１１

康长金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６１３９０１６

２３１



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四川中天华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７８０７５０５Ｎ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三段１号祥福苑大厦Ｗ２２Ｄ座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吴红彬 机构负责人：张光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５１１５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４２５８４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姚　蓓 女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５

张光红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６

吴红彬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７

张先庚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８

周　兵 男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９

成都智信和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８７９０７４０９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东大街牛王庙段１００号商会大厦Ａ座７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燕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１５３３５００ 传真：０２８－６１５３３９０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税务）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燕 女
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税务） ５１０１０９１７２００４

陈　兵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税务） ５１０１０９１７２００３

蒋　彬 男
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税务） ５１０１０９１７２００１

张卫平 男
注册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税务） ５１０１０９１７２００２

成都达远会计师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４５８０００７１４４Ａ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三圣街道牡丹街３９号俊发星雅俊园１１栋１单元８楼１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吕冰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１１３３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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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吕　冰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２２７００７

温雅琴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２２７００９

司　熬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２２７００６

丁　岷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２２７００５

李　英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７００４

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２８５６６Ｌ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玉龙街２１０号 （罗马国际广场８楼８０８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汉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７２９６２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７２９６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道君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１

罗邦孝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２

李海泉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２９

彭鹭萍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２７

刘文质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２８

陈　坤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３

李　英 女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０

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３４３２６６０Ｎ
机构住所：成都市百花正街３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兰继才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２３８０９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２３８０９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孝章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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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雷　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５

代新宇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１２

张　彬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１

卜　军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２

邓　宏 女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０２

吴　江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５１

陈　晖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５４

王明述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１４

金　星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５８

刘洪波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５５

常　彤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４９

徐华夏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７

梁成钢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３５

杨艳玲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９

宋　豪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５３

田启见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５２

王嘉兰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５０

周筱萍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３３

史　林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４００７０７８

杨　光 女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７０２６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１５９１１７４５
机构住所：成都市抚琴西路１７１号８１３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魏棣华 机构负责人：王彬俨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９４２４２、８７７９４３４３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７５０２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建雄 男
注册会计师

注册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１１

刘　刚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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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童高述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１５

代志勇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１６

杨国华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０６０１７

四川唯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８４３３６１
机构住所：四川省简阳市东城新区园中苑Ａ区１号楼６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德荣

联系电话：０２８－２７２２４２００ 传真：０２８－２７２２４２０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文刚 男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４１１１４０００６
郑彬蓉 女 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４１１１４００００１
李必慧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４１１１４０００４

李传军 男
司法会计鉴定 （仅税务）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４１１１４０００９

黄晓华 男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４１１１４０００５

四川大公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４３３２８Ａ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６６号１栋６层２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陈小容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２０７８７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连福琼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１００２
罗跃宁 女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１００３
苗清本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１００１
陈建刚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１０１１
朱锦波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１０１３
胡　勇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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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绵阳市机构

四川金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６３１７Ｐ
机构住所：成都市洗面桥街２５号牡丹公寓Ａ栋２单元５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晓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６６７７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晓蓉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８００１
廖家兴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８００２
廖如辰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８００３
吴秀英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８００６
吴云松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８００７
曾秀蓉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８００５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西科大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６６９２４Ｔ
机构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安昌路３３号１期５楼Ｂ区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陈洪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２６３１０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蒋　葵 女 副教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１５

卢黎霞 女 副教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１４

陈　伟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２３

付善之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２２

文拥军 男 教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１６

７３１



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６７２９０Ｎ
机构住所：绵阳市临园路西路３１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许心直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３５２６３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许心直 男
高级经济师

高级纳税筹划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３０

龚　健 男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２１０２０４０

彭　勇 男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２１０２０４２

廖天荣 男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２１０２０４１

叶　洪 男
房地产评估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３８

何思尧 男 经济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３７

何明选 男 经济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

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２４

李先坤 男
注册税务师、注册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０８

杨　蓉 女
注册税务师、注册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０５

何　川 男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３

郭晓君 男 注册税务师 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１９

申先伟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３３

杜祯发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３１０２０４３

彭　静 女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１８

李　刚 男 纳税筹划师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１０２０４４

王路明 男 高级纳税筹划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０６

徐光黎 男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０９

赵林春 男 纳税筹划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０７

梁　航 男 高级纳税筹划师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０１０２００２

尹　东 男 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１０

周展申 男 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２０２１

童文杰 男 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２０９１０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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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绵阳市机构

绵阳维益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３３９９７２５６
机构住所：绵阳市南河路２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新利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２６７０４０ 传真：０８１６－２２６７０４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董玉卿 女 资产评估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２０１６０４５

李先顺 男 资产评估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２０１６０４６

刘崇周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４１

何　建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４２

沈丽明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３９

何　文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１６０４０

羊　敏 男 资产评估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４０１６０５３

孙先明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４０１６０５４

四川梓州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５４０３５７
机构住所：绵阳市三台县梓州国际公寓２期Ａ栋１４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林春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５２２２１４２ 传真：０８１６－５２２２１４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林　春 男
会计师

审计师
高级注册咨询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３０１０

李碧芳 女 会计师 注册咨询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３０１１

徐芙蓉 女 会计师 注册咨询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３０１２

李剑生 男 工程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３０１３

羊依伦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２１１１０３０１４

９３１



绵阳鼎立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９６１４８３Ｘ４
机构住所：绵阳市江油市文风街３０号
邮政编码：６２１７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钟世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３３６７２５１ 传真：０８１６－３２２１８６９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少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０４

钟世华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０５

胡志勇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２３

谭显辉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６４０２４

三、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１６３２２３９Ｈ
机构住所：自贡市汇东汇川路１３０８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丽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２０２１３９、８２０４４３９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何德利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１８

龚　旺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１９

许文益 男 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２０

郭　杰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３０

缪泽芳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３１

殷德育 女 会计师 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６３

单俊英 女 会计师 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１３０６４

刘真贵 男 经济师
注册房地产评估师

注册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３５

０４１



会计、评估类

自贡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舒　武 男 经济师
注册房地产评估师

注册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３６

张　远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３８

张玉萍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３９

沈向东 男 保险公估人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５５

谢国庆 男 保险公估人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５６

张健兵 男 保险公估人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５８

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７４３８４９ＸＬ
机构住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汇景苑１单元２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夏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１２２２３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廖志立 男 工程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２

饶庆生 男 工程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０

田保华 男 助理经济师 价格鉴证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１

王　建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１６

王　涛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２１６３０４４

李　慧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２１６３０４５

陈　燕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２１６３０４３

颜　泽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１８

张德华 男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１４

邓　力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１５

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９８２４１７６Ｃ
机构住所：自贡市荣县旭阳镇蓝帝大道２７８号荣县政务服务中心５楼
邮政编码：６４３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樊百奕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６２２２０５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１４１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朱泽甫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０６

沈德书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０８

吴敏聪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２３０１８

廖文芸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３１３０２３０１７

李春涛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０９

徐　涤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１０

朱立中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１１

四、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２０２２３Ｘ
机构住所：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２号１号楼１３层１３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彭洪涛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３１０２２４１ 传真：０８３０－６６６３５８９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林继祥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５０

邓正中 男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５２

张　颜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房地产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５３

周　玲 女 高级司法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５４

杨培 女 高级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５６

殷贵颜 男 经济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５８

程万英 女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０

朱大军 男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２０１１０７５

何　川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１

２４１



会计、评估类

泸州市机构

泸州正光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５８７３５６６Ｇ
机构住所：泸州市泸县福集镇玉蟾大道

邮政编码：６４６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罗建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８１８６７７７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建华 男 工程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０１

周正明 男 工程师 房地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１６

毕　勤 女 经济师 房地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１４

孙文伟 女 经济师 房地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１５

王建华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０９

胡兴仁 男 审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１１

王万里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３２０１０

泸州永宁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７９１３２０４Ｕ
机构住所：叙永县城新区便民街１号政务服务大厅二楼
邮政编码：６４６４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钱名馨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６２２６１６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海　强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１１

雷著昭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１０

杨中平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１２６０１２

３４１



五、德阳市机构

德阳正源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２３５３１Ｍ
机构住所：德阳市天山南路二段１５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鞠凡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２５０５１８５ 传真：０８３８－２５１５４８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明强 男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１７

袁　林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１８

王　劲 女 审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１９

卢爱萍 女 高级注册咨询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２３

田小萍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２４

李本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０２００２５

四川杰灵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６９７１１７０Ｋ
机构住所：德阳市凉山路１５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孙伟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２３０８６６４ 传真：０８３８－２２０１１０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税务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庹洪三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１

杨小萍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３

孙　伟 男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４

罗川加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５

尹艳梅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６

李元斌 男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７

许怀兰 女 会计师 司法资产评估、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８

郑　辉 男 会计师 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０６１８１８５０１３

４４１



会计、评估类

广元市机构

六、广元市机构

广元利州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９８２８８６３４
机构住所：广元市利州东路三段巴黎时光３０栋２楼
邮政编码：６２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周继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３３１４９６６ 传真：０８３９－３３１４９６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旭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４７

任秀英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４５

李广平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４２

王松发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４３

兰　成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０６

唐晓鸣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３８００７

广元永泰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５９７４６Ｍ
机构住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８１号
邮政编码：６２８４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曾启平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５２２９９９１ 传真：０８３９－５２２９９９１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曾启平 男 会计师、工程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７

杜文孔 男 工程师、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００４８００３

何文福 男
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３

吴岳中 男 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５

冯传荣 男 会计师、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７

周建华 男
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２０

戚　锐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２１

文彬华 女 助理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２２

５４１



广元雄关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４８３００４０Ｍ
机构住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驿栈小区Ａ１栋二楼
邮政编码：６２８３１７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侯湘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６６２３３３３ 传真：０８３９－６６２３３３３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定海 男 价格鉴定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５

杜雄文 男 价格鉴定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０１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６

杨天清 男 价格鉴定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７

李永林 女 建筑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３

文纪元 男 高级造价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８

鄢家华 男 建筑造价员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２０

李　全 男 注册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７１８１８２０２２

七、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２２４７５Ｎ
机构住所：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６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９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冉红军

联系电话：０８２５－２２５４１５０ 传真：０８２５－２２２３０７５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吕义棋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２１

袁　勇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２０８０２０

张素琼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２０８０２２

陈代铭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２０８０２５

王毓平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２０８０６３

吴　萍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２０８０２７

６４１



会计、评估类

内江市机构

八、内江市机构

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０９６０９Ｗ

机构住所：内江市玉溪路４０２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胡毅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２６９８６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２６９８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邱永东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０３

於　红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３７

门殿伟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３９

四川谨诚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４７１８３７７Ａ

机构住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东城路２号９栋附２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１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孙志萍 机构负责人：刘勇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７１８４４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７１８４４

业务范围：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　键 男 副主任医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９１２０６８０３３

艾　敏 女 经济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６８００１

杨　威 男 主治医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６８００６

内江德胜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６９９００６４Ｈ
机构住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兰桂大道２２３号４３幢２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张勖

７４１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３５０１９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６１８５０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　勖 男 经济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０９１８６００１

刘俊林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０９１８６００２

陈　翔 男 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０９１８６００３

罗建华 男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５１８６００６

内江恒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１４５２７Ｊ
机构住所：内江市中区公园街１号楼２层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孙 鹰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２４６３６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５０６６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隆　斌 男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５

刘　亮 女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土地估价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６

吴　涛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４

叶安前 男 高级咨询师
土地估价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２

肖　强 男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３

陈明宽 男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１

郭群力 男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３

吴秀明 男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９

廖茂瑶 女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１

徐　勇 男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７

孙　鹰 女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０

弓　利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２

８４１



会计、评估类

乐山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　永 男 审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４

汪　健 男 咨询师
房地产估价师

土地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０８

九、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４９７１９７

机构住所：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２０５号三楼３０１－３０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鄢守国

联系电话：０８３３－２５５８３５１ 传真：０８３３－２５５８３５１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建军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６

赵　强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限税务司法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４

冯光金 男 会计师 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含税务司法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５

赵志鸿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６８

胡　胜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１

姜玉彬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６０

郭　彬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２

张思宏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６５

张从文 男 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６７

９４１



十、南充市机构

南充明澄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南充市阆中市七里大道１４６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４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田淑诚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６３３８８１１ 传真：０８１７－６２７０８４０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雷贤才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９

廖周明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６

杨经焕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８６０１７

川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２４３８６Ｔ
机构住所：南充市顺庆区涪江路２３４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杜冰 机构负责人：刘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２２２５３３７ 传真：０８１７－２２２５３３７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谢国泰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３９

唐胡羚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０

王　伟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１

陈安洪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５３

邓晓勤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１１２０３３０６２

郝小勇 男 高级经济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５０

侯晓北 男 经济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５１

周　曦 男 经济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５２

０５１



会计、评估类

宜宾市机构

十一、宜宾市机构

宜宾新兴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５８６２４９６Ｃ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中山街５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刘盛君 机构负责人：叶蜀新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８２４７２４５ 传真：０８３１－８２１６１６４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隆清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４

眭　红 女 高级经济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５

王　海 男 价格鉴证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７

张　涛 男 价格鉴证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８

毛舍吾 男 高级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９

齐胜魁 男 高级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５０

凌　波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３

吕　胜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１

吴　姝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３３

四川金沙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５８６０１Ｆ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外南街６３号商务大楼２楼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赵超 机构负责人：古厚隆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８８８８１４８ 传真：０８３１－８２３２７８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易晓东 女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１１８０３８

孙竹堂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１８０１１

杨　洁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１１８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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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鑫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６５７６８４
机构住所：宜宾市南岸金沙大道１１８号财富中心３号楼１单元１０楼３号、１１楼３号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长远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２３３５４４８
业务范围：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　瑜 女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１６

刘红燕 女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１５

刘洪帅 男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１５３０１７

廖吉祥 男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５３０２２

张显勇 男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５３０２４

张利萍 女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１５３０２３

十二、广安市机构

广安巨丰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８２１７４８４３Ｃ
机构住所：广安市龙门街９７号
邮政编码：６３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唐蕊 机构负责人：彭俐森

联系电话：０８２６－２３５３６３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蔡茂玲 女
高级工程师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３１１２０３００１

张秧华 女 会计师 注册投资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３１１２０３００２

秦定波 男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３１１２０３００３

何荣华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３１２２０３０１３

虞世全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２０３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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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达州市机构

十三、眉山市机构

眉山公信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２２６２７２１Ｍ
机构住所：眉山市东坡区文安西路５１、５３号
邮政编码：６２００２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红霞

联系电话：０２８－３８１１３３３６ 传真：０２８－３８１１３３３６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志明 男 审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２９

胡　秦 男 高级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０

李　杰 女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１

吴屏眉 女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２

黄卫东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３

郑玉华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４

赵晓容 女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５

张爱华 女 会计师 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６

何旭霞 女 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７

高秀清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５１１０３４０３９

十四、达州市机构

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达州市通川区大北街６７－２号
邮政编码：６３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路建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８－２１４７０１３ 传真：０８１８－２１４７０１３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　莉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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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曹叶朴 男 注册评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５１

杨　倩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４３

李颖秋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４５

十五、巴中市机构

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５２８５２０

机构住所：巴中市江北大道西段城市广场府台名居Ｂ幢１５楼

邮政编码：６３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毅

联系电话：０８２７－５２６１０３２ 传真：０８２７－５２６１０３２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毅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３３

张艳琼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３８

谯仕进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２

赵　勇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测绘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３

蒙治国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测绘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４

郭朝晖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测绘工程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５

何江华 女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６

付遵会 女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７

李君华 女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８

陈其浩 男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６４

罗学俊 男 高级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６５

陈仕通 男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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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评估类

雅安市机构

十六、雅安市机构

雅安雅正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４８７５６４Ｘ１
机构住所：雅安市雨城区大众路１３２号
邮政编码：６２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郑万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５－２３６０１７１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高明霞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２

史　义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３

岳建龙 男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４

张雯燕 女 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５

刘　岚 女 会计师 注册税务师 司法会计鉴定、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６

徐宇虹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７

易琳佳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８

邓　莉 女 经济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１９

李　义 男 经济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５１１８１１０２１０２０

四川元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８８０５４４
机构住所：雅安市雨城区河北正街协和广场Ｄ栋一楼
邮政编码：６２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武

联系电话：０８３５－２６２４９６９
业务范围：司法会计鉴定、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含保险公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　武 男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０７

谢　茹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０８

唐晓鸣 女 注册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０９

姜　华 女 会计师 司法会计鉴定 ５１１８１１１５７０１０

华　斌 男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含保险公估）
５１１８１３１５７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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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锐 男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含保险公估）
５１１８１３１５７０１６

赵　巍 男 保险公估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含保险公估）
５１１８１３１５７０１７

十七、阿坝州机构

阿坝正本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１８４８５１７Ｃ
机构住所：阿坝州马尔康市达尔玛街９５号
邮政编码：６２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雍寿清

联系电话：０８３７－２８３２３８６
业务范围：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林锡敏 女 高级经济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０２

杨东霞 女 经济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０３

卢韵洁 女 经济师 保险赔偿纠纷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０４

十八、凉山州机构

凉山方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０４８７８０７Ｗ
机构住所：凉山州西昌市南坛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张麒 机构负责人：余文民

联系电话：０８３４－２１６６０３０
业务范围：司法资产评估 （保险公估）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　麒 男 估价师 司法资产评估 （保险公估） ５１２１１２２１１００１

王世龙 男 价格鉴证师 司法资产评估 （保险公估） ５１２１１２２１１００２

余文民 女 保险公估师 司法资产评估 （保险公估） ５１２１１２２１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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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恒达建筑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０１０６６３３１１２０５３９
机构住所：成都市星辉东路４号府河苑Ａ座１９楼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胥素萍 机构负责人：李涛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３３１４３１６ 传真：０２８－８３３１４３１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郭　蓉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５００５

李　涛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５００３

万良乾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２５００２

四川朋诚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６２２７２Ｇ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１６号５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欧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３３８３０９９ 传真：０２８－８３３８３０９９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魏建华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７００３

杨　纯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７００５

张　兰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７００２

黄　晓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７００１

杨春雨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７００６

莫伟成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７００４

四川建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７８２２１Ｌ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安中路８－４０号豪瑞新界Ａ座８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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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法定代表人：于夫 机构负责人：陈善任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８５７７５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１００６６－８８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康　文 男 高级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５

舒晓霞 女 高级经济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７

刘洪祥 男 工程师 造价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９

蒲　彪 男 高级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６

印良红 女 工程师 造价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８

于　夫 男 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１

郑　闯 男 高级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２

谭　建 男 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３

蒲春华 女 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８００４

张婷婷 女 高级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４８０１０

四川通和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７２９７４９５Ｄ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２５９号１幢３层、５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杨波 机构负责人：陈本亿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３７９３１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３２６１２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本亿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５００５

陈昌乐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５００１

李泸初 男 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５００７

杨义娇 女 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５００６

周宗福 男 高级经济师 全国造价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５００２

四川正信建设工程造价事务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９９７３４Ｇ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南街１７７号世界贸易中心Ａ座６０５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左佳琼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９１６５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９１６５３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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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曹　晖 男 工程师 注册造价员 （审）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７８０１０

蔺天强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７８０１１

高声才 男 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８００２

胡其刚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８００７

蒋吉国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８００４

杨光勇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７８０１２

周公莉 女 工程师 注册造价员 （审）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４９００１

郭　浩 女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８００３

张安华 女 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７８００９

郑国民 男 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８００８

杨劲梅 女 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８００６

李　芳 女 工程师 全国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８００５

王晓林 女 工程师 注册造价员 （审）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９００５

四川海林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０２４８９３
机构住所：成都市洗面桥街３３号艺墅花乡１４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海惠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６１５４６８５５６１４００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６０５４２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余　波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２６

陈尚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２４

魏晓辉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２３

王新学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２７

王　玮 男 经济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２８

周建平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２５

赵亚龙 男 经济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２９

袁美蓉 女 经济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８０７５０３０

伍文卿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１６

何云明 男 注册结构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１７

唐伟倚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１９

邹小范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２０

张　辉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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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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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伍　勤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０１

张仁义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０３

兰永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０４

廖全文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７５００５

四川中衡安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６６７７９５２５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三路４８６号中铁西城５栋５楼５０１－５０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肖军 机构负责人：于亨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２０６４６８６１２７７１８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２７６７８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孙　宏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１

刘　阳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２

樊朝亮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３

任乐习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８

杜佳黎 男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５

赵晓莉 女 工程师 省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６

刘　英 女 工程师 省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７

曾　莉 女 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５６００４

北京君益致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５ＭＡ６１ＴＨＵＸ４９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２２９号７栋５层５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津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３８１９２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３７７９２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裴　蕾 女 高级经济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２００１

罗立新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２００２

胡毅蓉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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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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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　琼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２００４

龚　立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２００５

彭　波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２００８

郑崇坤 女
高级工程师

（正高级）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６２００９

隆晓涛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６２０１０

陈　璐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６２０１２

张顺利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公路工程甲级造价人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６２０１３

四川德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新７７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陈文贵 机构负责人：刘培均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６２２９９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郭立波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３００１

童琦伟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３００２

彭玉官 男 高级经济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３００３

胡智林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３００４

廖　静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３００５

云小平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８３００６

四川汇丰工程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５７９４９２１６４４２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９９号３７栋１９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刘明权 机构负责人：王晓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３５０８５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７８８９１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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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晓华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５００３

罗　锋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５００２

赵正红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５００１

四川科特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７９７６０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１６３号银海芯座Ｂ座１７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３
法定代表人：张钊 机构负责人：张国秋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２９１２０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邱应剑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５００１

干
$

志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５００２

温善瑶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５００３

谢利琼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５００４

李忠清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５００５

黄春碧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５００６

四川三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８８４５１９Ｙ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１３８号２号楼２８层２８０１号、２８０３号、２８０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李航 机构负责人：张文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５８６６９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４１９７１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红波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师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０３

古晓辉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师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０６

黄兴文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师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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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吕　静 女 造价师 全国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０４

徐承坤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０７

王卫华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０８

王　理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０９

王　峻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９０１０

四川建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１２１６６Ｔ

机构住所：成都市二环路东三段万年商寓４０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５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高智建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３０１０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４３０１０４８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昌金 男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０７

夏　丽 女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１２

林　涛 女 副教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２１

高智建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０３

王　宁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１５

张东山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１７

冯智新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１９

张　丽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１８

范　涛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８３０２０

四川中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７８６０７４４Ｙ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大街８４号金色夏威夷Ａ４１１－Ａ４１３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鄢庆曦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３６４６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３６４６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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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鄢传智 男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１

鄢　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２

陈永志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４

黎东明 男 助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５

刘蔚涛 男 教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６

刘建军 男 副研究员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７

徐　彬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８

杨　刚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０９

邹　力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１０１０

高涌涛 男 讲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２１０２８

金海平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１０２９

鄢庆曦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２１０３０

四川省坤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鉴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３５４６１８ＸＤ
机构住所：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华盛路５８号Ｂ区２３栋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黄维成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３２５１４６６ 传真：０２８－８３２５１４６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竹丹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２００１

曾　力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２００３

黄维成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２００４

吴伟东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２００５

相金干 男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２００６

邱安基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２００７

杞小林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９２００８

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２４０５５７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庆云南街６９号红星国际２期２号楼１６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１
法定代表人：王锦 机构负责人：王能义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５１４９２、８６７５１１８３ 传真：０２８－８１７２０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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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同基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１２

张恒川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１６

邓成祥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０

陈江芬 女 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４９

陈庆霖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３０

张芝兰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３１

李　敏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３２

尹忠书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０４５５

卢　鸥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１

罗　成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０４０６２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１９６６０６
机构住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１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平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杨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４

王运新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５

刘正龙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６

高理辉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７

凌云福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８

杨　丽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０９

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８６６６６６７１１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１０号附２号紫兰大厦１４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２
法定代表人：何清旭 机构负责人：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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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１７９６９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１７６０７５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人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　中 男
注册造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２

郑　钢 男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７

辛　勇 男
注册监理工程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３

范贤贵 男 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４

谢述军 男 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３１００５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３５８０７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抚琴西路１７１号８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小玲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６９３９８０２８－８７７９１５８５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９５１６７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责任事故 （工程类）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小玲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１

周　敏 女
高级工程师

省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８

赖思海 男
高级工程师

省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５

魏棣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７０４２０３７

陈家明 男
监理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

责任事故 （工程）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３

贺　能 男 勘察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 （工程）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１

郑铁华 男
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师

责任事故 （工程）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９

蒋敦凤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一级建筑结构师
责任事故 （工程）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１

秦虎文 男
高级工程师

安装监理工程师

责任事故 （工程）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０

张　平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 （工程）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０４２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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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神州升泰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５３５１２６ＸＮ

机构住所：成都市致民路６１号南岸一家Ｂ－１－６０１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文秋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４５１３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５４５０５４８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登碧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３１

刘华胜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８

张　文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６

王文秋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７

庄亚宁 女 经济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１２

杨世德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４

王良琼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９

雷皇宣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２５

王维学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３９０３０

四川华意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６９１８８８９Ｄ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体路２号西体奥林花园１７楼Ｂ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坚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１２４６８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夏毅耘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１０

华　军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１１

王宏儒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５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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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标准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４８２７６Ｐ
机构住所：成都市三洞桥街２号华业广场８０１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古时银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６９１９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４３８０３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戴正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０４

秦道纯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０３

包江萍 女 工程造价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８２０１８

四川实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１４８４２Ｊ
机构住所：成都市天祥街１１１号富临花园１幢３单元１楼２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肖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５５２９８０，１３９８００５５０１１ 传真：０２８－８４５５２９８０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松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１３

刘永红 男 一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１２

刘平川 男 结构工程师 注册一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１０

吴焕铭 男 结构工程师 注册一级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０９

胡大忠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０９０１４

四川兴良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２３０６０７ＸＧ
机构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两江国际２幢１２楼１２０１－１２０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９４
法定代表人：邱小林 机构负责人：周刚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４４３９２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８３６９７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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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祖兴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２５

吕　静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２３

宋川美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２７

谭思思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２４

曾小兵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２９

杨　春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５５０２８

四川嘉汇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１１８９８７２６Ｈ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２８８号锦天国际１幢３单元２２楼０５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７
法定代表人：姜南 机构负责人：幸佰川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７２１９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６８６５６５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幸佰川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０００１

谢凤晴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０００２

王　海 男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０００３

敬正雄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０００４

傅中楠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０００５

包成英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２２０００６

徐春凌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６２２０００７

中盛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４９０２５Ｅ

机构住所：成都市锦江区静沙南路２９号沙河壹号二期７栋２２楼２２０３－２２０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朱甫成 机构负责人：王忠林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７６４７３７ 传真：０２８－８６７６４７３９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纯梅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０１８７００３

陈　璐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０１８７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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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范志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０１８７００１

王忠林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１８７００６

刘　智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１８７００４

谭英碧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１８７００５

四川开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４７３９５２２Ｔ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３９９号天府新谷８号楼２单元６０５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潘敏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２６６１０２ 传真：０２８－８５２６６１３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段春芳 女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８００１

张玉秀 女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８００２

谭　萍 女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８００３

潘　敏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８００４

谭尊友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８００５

辛玉川 男 高级经济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２８００６

四川中恒工程造价审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００７３７７４４４４２Ｅ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金科中路１８号１栋６层６０１、６０２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曾仲林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２１１１２ 传真：０２８－６１３６３９７１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丽群 女 高级经济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１９００２

马华敏 女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公路）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１９００１

李锦慰 女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１９００４

１７１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正勤 女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２２１９００３

王　蕾 女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４１９００３

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２９８２８５６６Ｌ
机构住所：成都市西玉龙街２１０号 （罗马国际广场８楼８０８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汉清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７２９６２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７２９６２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雷建强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４１

张昌荣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９

蒋泽汉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７

祝明国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６

蔡抗捷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８

陈登友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４４

戴国俊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４

钱鑫林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４３

母　彬 男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２５３

罗建旭 男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４０

罗　铌 女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２３７４６

李小琴 女 高级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０３５

成都永立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７２１８８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９号１栋１５层１５０９、１５１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翼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２９８３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６２８４６８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方江武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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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陈兴琴 女 工程师 省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１２

杨开元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８

四川中天华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７８０７５０５Ｎ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三段１号祥福苑大厦Ｗ２２Ｄ座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吴红彬 机构负责人：张光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５１１５３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４２５８４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东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１

沈　静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２

肖德琼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３

任依琳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４４００４

四川兴精诚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７４３８１Ｈ
机构住所：成都市蜀汉路４２４号新天地２栋７楼Ｉ座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萍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７３３３７，８５１２２２５０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７３３３７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颜　素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０２

贾　宏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１２

柴天仪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１３

赵琳琳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１４

陈致中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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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大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８６０６９８２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羊区通惠门路２５号琴台大厦１０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１５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陈波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４７１０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２５１２０５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余　睿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３

葛文斗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０８

张　珏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１４

方　芳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２１

燕　良 男 会计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２２

陈晋川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２３

何　波 男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８０２５

四川蜀通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７２７５４０５３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三洞桥路１９号１８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任尚宁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３１２７８４ 传真：０２８－８４３１２７８４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杜国艳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１

张亚蓉 女 会计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３

吴岑霏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５

钟吉勇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０９

李　蓉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９７０１２

四川武兴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９７０４１５７Ｊ
机构住所：成都市高升桥东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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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自贡市机构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张登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０８９７１０ 传真：０２８－８５０７６０５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　英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０８

周化富 男 高级经济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１０

万晓华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０６３０１３

四川正则建设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成都市双流区华府大道四段７７７号Ｂ１８栋

邮政编码：６１０２１３

法定代表人：梁卫 机构负责人：刘辉

联系电话：８５１９５２８７ 传真：８５１９５２８７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　辉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１

张　纯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２

刘　岗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３

黄　莉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４

王志君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４２００５

二、自贡市机构

四川联立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１６３２２３９Ｈ

机构住所：自贡市汇东汇川路１３０８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丽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２０２１３９、８２０４４３９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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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灿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二级建筑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４０

邱述明 男 检测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４２

刘若梅 女 高级工程师
一级结构工程师

一级建筑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４３

梁　 男 高级工程师 一级结构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４４

吴兆兴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４５

蒋　勇 男 工程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４７

郭红玲 女 工程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１３０４８

四川遷海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６７４３８４９ＸＬ
机构住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汇景苑１单元２楼５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夏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８１２２２３３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熊　焰 男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７
尹　硕 男 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２８
刘　波 男 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１６３０５０
李　翔 男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４１
刘金坪 男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２１６３０４６
覃建国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４２
严石成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３３
陈开平 男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３１
罗奎品 男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３６
邓绍康 男 高级工程师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１６３０３２

自贡正兴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９８１６６１９Ｊ
机构住所：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釜江大道东段６３６号２单元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３２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 辉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７２１３０３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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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泸州市机构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韩明德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８

郑宗财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９

王安彬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１０

曾仰贵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１１

聂忠兴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５８００１２

自贡兴达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８９２４１７６Ｃ
机构住所：自贡市荣县旭阳镇蓝帝大道２７８号荣县政务服务中心５楼
邮政编码：６４３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樊百奕

联系电话：０８１３－６２２２０５３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汪　宏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１２

王甸发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１３

李绍禹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１０２３０１４

龚大雄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３１４０２３０２１

三、泸州市机构

泸州科正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２０２２３Ｘ
机构住所：泸州市江阳区星光路２号１号楼１３层１３０１号
邮政编码：６４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彭洪涛

联系电话：０８３０－３１０２２４１ 传真：０８３０－６６６３５８９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小燕 女 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５

刘邦琼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６

胡　莉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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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钧 男 高级经济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９

马　平 男 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０７０

陈家荣 男 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一级建造师　高级咨询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０１１０８３

叶　平 男 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造价员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０１１０８４

敖光群 女 工程师
省总监理工程师

省监理工程师　咨询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５１３０１１０８８

雷朝洪 女 工程师 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５１４０１１０９０

四、德阳市机构

四川正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渭河路１７号１３楼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雁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２５１４５７７ 传真：０８３８－２５１２５７７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雁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５５００４

谢富贤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５５０１０

刘小金 男 高级经济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５５００９

张海棠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５５０１１

胡　刚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５５００７

孔祥洪 男 工程师 注册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２１５５００８

杨大用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５５００３

候小毅 男 高级咨询师 注册监理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５５００１

刘　雄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５５００６

蒋国章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５５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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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广元市机构

四川杰灵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６９７１１７０Ｋ
机构住所：德阳市凉山路１５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孙伟

联系电话：０８３８－２３０８６６４ 传真：０８３８－２２０１１０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德甫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０９

曹　念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１０

邵文蔚 女 高级工程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１１

周　英 女 高级经济师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６１１１８５０１２

五、广元市机构

广元永泰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６７８３５９７４６Ｍ

机构住所：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８１号

邮政编码：６２８４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曾启平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５２２９９９１ 传真：０８３９－５２２９９９１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曾启平 男 会计师、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７

李芊芊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８

何小军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７１１０４８０１９

广元雄关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９４８３００４０Ｍ

机构住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驿栈小区Ａ１栋二楼

邮政编码：６２８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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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侯湘从

联系电话：０８３９－６６２３３３３ 传真：０８３９－６６２３３３３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永林 女 建筑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３

张治武 男 建筑造价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９

文纪元 男 高级造价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７１３１８２０１８

张建忠 男 注册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７１８１８２０２１

六、遂宁市机构

四川中益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２２４７５Ｎ

机构住所：遂宁市船山区遂州中路６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２９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冉红军

联系电话：０８２５－２２５４１５０ 传真：０８２５－２２２３０７５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萍 女 会计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２７

陈光平 男 中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３７

鲍　力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５１

段振忠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８１２０２８０５２

舒远松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３３

张　唯 女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３５

何　燕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５０

蒋小兵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３０

罗　毅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３１

徐　宏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３２

邹洪彬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２９

周　林 男 二级注册建筑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８１１０２８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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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内江市机构

七、内江市机构

内江协力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０９６０９Ｗ
机构住所：内江市玉溪路４０２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胡毅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２６９８６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２６９８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朱光裕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４９

李军文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５２

胡　毅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３５０５８

内江恒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９７１４５２７Ｊ
机构住所：内江市中区公园街１号楼２层
邮政编码：６４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孙 鹰

联系电话：０８３２－２０２４６３６ 传真：０８３２－２０５０６６２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涛 女 会计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４

叶安前 男 高级咨询师
土地估价师

房地产估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２

肖　强 男 高级咨询师

注册会计师

土地估价师

房地产估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０９１１０７２０１３

１８１



八、南充市机构

川北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２４３８６Ｔ

机构住所：南充市顺庆区涪江路２３４号
邮政编码：６３７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杜冰 机构负责人：刘云

联系电话：０８１７－２２２５３３７ 传真：０８１７－２２２５３３７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造价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郭仁勇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３

苏德文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５

赵兴强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６

姜清林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７

樊守宏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８

周春兰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１１１０３３０４９

袁　梅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１１４０３３０６７

九、宜宾市机构

宜宾新兴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５８６２４９６Ｃ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中山街５号３楼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刘盛君 机构负责人：叶蜀新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８２４７２４５ 传真：０８３１－８２１６１６４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毛舍吾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４９

齐胜魁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５０

２８１



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广安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何万江 男 经济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５１

陈阳弟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０１８０６８

韩进明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５６

江　云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０１８０７０

吴　束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２１１０１８０６０

黄文东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４

毛竹青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４０１８０７５

黄文政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０１８０６５

十、广安市机构

广安巨丰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８２１７４８４３Ｃ
机构住所：广安市龙门街９７号
邮政编码：６３８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唐蕊 机构负责人：彭俐森

联系电话：０８２６－２３５３６３３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邓　荣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０３００９

蒲明生 男 造价员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３１１２０３０１０

李文军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３１２２０３０２１

３８１



十一、达州市机构

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住所：达州市通川区大北街６７－２号
邮政编码：６３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路建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８－２１４７０１３ 传真：０８１８－２１４７０１３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魏运鸿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５３

康鸿轩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５４

李玖灿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５５

刘天银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６１１０１５０５６

十二、巴中市机构

四川明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３９５２８５２０
机构住所：巴中市江北大道西段城市广场府台名居Ｂ幢１５楼
邮政编码：６３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毅

联系电话：０８２７－５２６１０３２ 传真：０８２７－５２６１０３２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含测绘、路桥）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马凤鸣 男 经济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测绘）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２６

赵　勇 男 测绘工程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测绘）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３

蒙治国 男 测绘工程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测绘）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４

郭朝晖 男 测绘工程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测绘）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５

彭华熙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４９

丁玉坤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５０

牟守宽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５１

４８１



建筑工程 （造价、质量）类

甘孜州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是强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５３

余开朝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５４

傅峥嵘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５５

张玉金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５６

董良宁 男 测绘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测绘）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６１

程希国 男 测绘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测绘）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６２

雷中义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６３

张继坚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１０４６０６９

程洪安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７１３０４６０７３

十三、阿坝州机构

阿坝正本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９１８４８５１７Ｃ
机构住所：阿坝州马尔康市达尔玛街９５号
邮政编码：６２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雍寿清

联系电话：０８３７－２８３２３８６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　伶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１９

游太和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２０

戴　兵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１９１１０４４０２１

十四、甘孜州机构

甘孜阳光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５４７３２３９８１
机构住所：甘孜州康定市向阳街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２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杨康艳

５８１



联系电话：０８３６－２８１２４１１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岳小峰 男 注册建筑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１７

张　刃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１８

王泽光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２０

李师忠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６０２１

十五、凉山州机构

凉山定音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７２６０２７０１
机构住所：凉山州西昌市三岔口南路６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５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翁古达尔

联系电话：０８３４－２１７１４４４ 传真：０８３４－２１７４３６１
业务范围：建筑工程质量鉴定、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韩承源 男 高级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１８

牛　岗 男 工程师 造价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２０

陈　力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１９

刘　歆 女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１４

杨　智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质量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１５

孙富荣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１７

尔伙伍来日 男 工程师 建筑工程造价鉴定 ５１２１１１０６００１６

６８１





一、成都市机构

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１１２０７２４１４８００２
机构住所：成都市龙泉驿区世纪大道兴茂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１００
法定代表人：欧海林 机构负责人：朱敏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５７３６３、６５０９９２２９ 传真：０２８－８８４５７９１９
业务范围：食品安全鉴定、产品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８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朱　敏 女 高级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２

卿　辉 男 高级工程师 注册质量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５

郑永清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４

向　旭 女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３

李　波 男 教授级高工 设备监理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３

谢　勇 男 高级工程师 设备监理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４

刘　阳 男 助理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６

邓晓红 女 助理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７

方　平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１６１００８

隆承兵 女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０９

苏基媚 女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０

赵　琴 女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１

黄　彬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２

李隆平 男 教授级高工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３

谢良川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５

侯邦清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６

罗　彬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７

周　建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８

龚　俊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１９

张永泽 男 教授级高工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０

陈　陵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１

李国贵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２

傅敬伟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４

李　建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５

夏庚培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６

８８１



产品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　睿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７

刘　钢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６１０２８

何长义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６１００１

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０００４５０７１７２８７Ｎ
机构住所：成都市白马寺街１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黄明刚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３１９４４６７、８３１８６３２８ 传真：０２８－８３４１９８３５
业务范围：食品安全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黄明刚 男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８００１

陈小平 男 高级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８００２

鲁时旭 女 高级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８００３

曹 锐 女 高级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８００６

李玉蓉 女 高级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８００４

雷培琪 女 高级工程师 食品安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８００５

四川机电产品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９２２７７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区航天路２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５２
法定代表人：胡德霖 机构负责人：杨庆轩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２１６６９２、８４２１６６８０ 传真：０２８－８４２１６６９０
业务范围：产品质量鉴定 （机电产品）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杨庆轩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０１

邢　军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０２

苏　东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０４

王光良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０５

张作文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０７

陈　凯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０９

９８１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蒲有东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１０

江　燕 女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１１

罗广庆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１２

刘　忠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１４

尹显华 男 教授级高工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１０６０１５

四川省特种设备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３５６３１０５９５Ｒ
机构住所：成都市东风路北二巷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蒋青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０７８９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０７８９４
业务范围：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李山桥 男 教授级高工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６００３

罗培勇 男 高级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６００５

彭　军 男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６００７

刘献游 男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６０１０

王　莉 女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６０１４

饶庆华 男 高级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１５

杨　虎 男 教授级高工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１６

张明金 男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２６

王鹏威 男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２８

彭朝华 女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２９

张　科 男 高级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３１

殷　鹰 男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３４

０９１



产品质量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谢　芳 女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４０

林　涛 男 工程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４３

於　浩 男 检验员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３０６０４４

刘治宏 男 检验师
特种设备产品质量鉴定

特种设备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７３０６０５９

四川德正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６５３２３Ｅ
机构住所：成都市实业街５９号新世界商务楼１１楼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兰晓 机构负责人：张国鸿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５１５８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６８５３２２
业务范围：产品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罗　焰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５

刘成林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４

马俊辉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６

陈　洁 女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１

曹　晋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０

刘川峰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５００９

四川华大科技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５０６２４３７Ｗ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兴盛西路２号３栋Ｃ座５０１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魏依群 机构负责人：尹浩华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７５５７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７７５５７２
业务范围：产品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郑晓军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２

贺小萍 女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３

李应鹏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８１０１４

１９１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３５８０７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抚琴西路１７１号８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小玲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６９３９８０２８－８７７９１５８５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９５１６７
业务范围：产品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林庆晨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２４

张　冀 男 产品质量检验员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４

王世逵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检验员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０５

王灼然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４２０１７

王文杰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４２０２９

谢仕银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４２０２８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０９８７６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任代祥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８５２４８８３７ 传真：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
业务范围：产品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２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查国兵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４８

涂仕华 男 研究员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６０

郭光泉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８

王玉平 男 副研究员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７

彭　斌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８１

杨小华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６７

傅宗国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４

雍　毅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９

朱建国 男 教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６

刘忠文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５

田再立 男 高级咨询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８３

黎成行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２３０８７

２９１



产品质量类

乐山市机构

四川建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２３１２１６６Ｔ
机构住所：成都市二环路东三段万年商寓４０３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５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高智建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４３０１０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４３０１０４８
业务范围：产品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胡　清 男 副教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８３０２２

吴晓立 男 副教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８３０２３

方　伊 男 副教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０８３０２４

二、乐山市机构

乐山科信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３８３４９７１９７
机构住所：乐山市市中区龙游路西段２０５号三楼３０１－３０９号
邮政编码：６１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鄢守国

联系电话：０８３３－２５５８３５１ 传真：０８３３－２５５８３５１
业务范围：产品质量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晓斌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９

王进宇 男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８０

漆　滨 男 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８

万　芳 女 高级工程师 产品质量鉴定 ５１１０１１０３７０７７

３９１





涉农类

成都市机构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现代农业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５４００２１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祠大街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李君 机构负责人：赵文欣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０５４９６ 传真：０２８－８５５０５１９６
业务范围：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赵文欣 男 教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０１

陈兴福 男 教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０２

郑文举 男 高级经济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０４

刘　可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０

张世民 男 高级农艺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１

李　君 男 高级咨询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２

刘建军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３

柏　凡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４

刁运华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６

李自成 男 高级畜牧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７

张新跃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８

万昭军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１９

石　谦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２２

雷绍荣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２５

许宗林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２６

邵　瑾 女 咨询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２７

吴宗文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２８

杜　军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２９

文　涛 女 教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１７０３０

林超文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２

叶德宪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３

曾仰双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４

赵　刚 男 副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５

王　印 男 教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６

陈　功 男 高级工程师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７
刘永红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８

５９１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定辉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３９

房　超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４０

邓家林 男 副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４１

甘炳成 男 研究员 现代农业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１１７０４２

四川楠山林业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０６２３８３２６２２
机构住所：成都市星辉西路１８号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１楼１０２、１１０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应晓峰 机构负责人：宁莉萍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３２３１７６８
业务范围：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森林资源损失司

法鉴定、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王金锡 男 研究员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３２

侯广维 男 高级讲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３３

刘守廷 男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３５

胥嘉寅 男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３１

杨汉文 男 高级工程师 森林资源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３０１００６

杨志松 男 副教授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３０１０１２

余志祥 男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林产品、野生动植物

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８

张　利 女 教授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１８

郑江坤 男 副教授 森林资源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６

陈厚仁 男 高级工程师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３０

陈小红 女 讲师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

定、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１６

范　川 男 副教授
森林资源损失司法鉴定、林地林木种苗司法

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２

冯茂松 男 副教授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０

高素萍 女 教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１７

龚　伟 男 教授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

定、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１５

韩　灯 男 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林产品、野生动植物

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７

韩　珊 女 副教授 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４

何　飞 男 副研究员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３０１０１３

６９１



涉农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姜常青 男 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１

乐国富 男 高级工程师
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林产品、野生动植物

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３０１００７

李　梅 女 教授 森林资源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５

罗丽华 女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森林资源损失司法

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１４

闵安民 男 研究员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３

牟菊英 女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森林资源损失司法

鉴定
５１０１１３３０１００３

宁莉萍 女 教授 林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１９

宋联喜 男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林产品、野生动植物

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０１０２９

四川星辉林业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８３３８３３０９Ｙ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西路１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８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刘少英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３２２２９００
业务范围：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木材种类和木质林产品司法鉴定、森林资源资产评

估司法鉴定、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１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刘少英 男 研究员
野生动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１

孙治宇 男 副研究员
野生动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２

肖育贵 男 高级工程师 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３

符建荣 男 高级工程师
野生动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４

刘　洋 男 研究员
野生动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５

谢大军 男 高级工程师
野生动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木材种类和木质林产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６

陈薇薇 女 助理研究员
木材种类和木质林产品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７

黄文军 男 木材种类和木质林产品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８

郝云庆 男 高级工程师
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０９

７９１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马文宝 男 高级工程师
木材种类和木质林产品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１０

靳　伟 男 高级工程师
野生动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

林业有害生物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３３１００１１

二、宜宾市机构

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９７５４７４６２Ｕ
机构住所：宜宾市翠屏区中山街明伦堂２３０号
邮政编码：６４４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凌毅 机构负责人：彭浩

联系电话：０８３１－８２５０２２９
业务范围：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司法鉴定、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

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９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彭　浩 男 高级工程师
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

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６

郭　鹏 男 教授

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

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３

李　操 男 教授

野生动植物及其产 （制）品

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２

练东明 男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４

何兴炳 男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５

李利梅 女 高级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１

周　舰 男 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８

胡焱彬 男 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２２１５００７

宋　平 男 工程师
林地林木种苗司法鉴定

森林资源因灾损失司法鉴定
５１１２１３２１５０１２

８９１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０９８７６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任代祥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８５２４８８３７ 传真：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
业务范围：知识产权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世英 女 高级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０

杨小华 男 高级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６７

傅宗国 男 高级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４

雍　毅 男 高级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９

朱建国 男 教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６

刘忠文 男 高级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５

任代祥 男 研究员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５

陈竹元 男 高级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１

柳　桃 女 高级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６

田再立 男 高级咨询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８３

四川西部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６８７９４１１５６１
机构住所：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１７００号新世纪环球中心Ｎ１区１１层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李安科 机构负责人：张振渝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６５６１２３
业务范围：知识产权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１０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振渝 男 副编审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５００７

王少松 男 副编审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５００４

梁　红 女 副编审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５００５

汪平辉 男 副编审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５００８

张　锋 男 高级咨询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５００９

００２



知识产权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德重 男 副编审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７５００６

刘勇峰 男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７５００１

王　斌 男 讲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７５００２

陈　瑶 女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０１７５００３

赵春杨 男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７５０１０

四川新华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１９６６０６
机构住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１４８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李平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传真：０２８－８７０３６６４８
业务范围：知识产权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周安辉 男 副教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５

杨　波 男 工程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２

朱泳波 男 会计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３

李　文 男 经济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４０１０

四川衡平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３５８０７Ｃ
机构住所：成都市抚琴西路１７１号８０２室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王小玲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７６９３９８０２８－８７７９１５８５ 　　　传真：０２８－８７５９５１６７
业务范围：知识产权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陶　红 男 工程师 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５

潘育敏 女 高级工程师 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４

刘克勤 女 副研究员 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１３

张　新 男 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４２０３４

赵　丽 女 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４２０３５

方　强 男 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４２０３３

李培茂 男 专利代理人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４２０３６

１０２



二、绵阳市机构

四川西科大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４２２６６９２４Ｔ
机构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安昌路３３号１期５楼Ｂ区
邮政编码：６２１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陈洪明

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２６３１０３
业务范围：知识产权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廖　勇 男 副教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１３

何礼果 男 教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１１

税杰雄 男 副教授 知识产权鉴定 ５１０２１１０５０００６

２０２





一、成都市机构

四川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
（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技术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５６３２８３０８３８
机构住所：成都市武侯区武兴四路１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５
法定代表人：黄敬 机构负责人：姬有仓

联系电话：０２８－６１５１２００４ 传真：０２８－８７３７４４２６
业务范围：责任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２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姬有仓 男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０１

周明光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０２

鲜　林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０３

何　川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０４

张秀莲 女 主任医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０７

吴　冰 女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０８

张淑奁 男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０９

令狐智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１１

邹译萱 女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１７

赵晓光 女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１８

朱　渝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２０

罗庆琼 女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２２

顾维红 女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２４

唐宁本 男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２６

李福全 男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２８

李维光 男 教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２９

周建国 男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３０

刘益文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３１

高朋杰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３３

刘生龙 男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３４

华道友 男 教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９００３６

何丰明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００３８

胡升东 男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００３９

申智勇 男 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００４０
韩曙光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１９００４１

４０２



其他类

成都市机构

四川科技事务司法鉴定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７５８０９８７６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１１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４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任代祥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８５２４８８３７ 传真：０２８－８５２２０２６０
业务范围：责任事故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６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康景文 男 教授级高工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１

刘永寿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７８

肖成文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工程）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２

王轶东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路桥）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３

肖　军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路桥） ５１００１１１２３０５４

黎成行 男 高级工程师 责任事故鉴定 （水力机械） ５１００１２１２３０８７

四川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力司法鉴定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０７３９５９７０６Ｘ
机构住所：成都市青华路２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１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郭蓉萍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７０８２０４０
业务范围：电力设施保护司法鉴定、电力工程司法鉴定、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交易电量及其计量

司法鉴定、电能质量司法鉴定、电力可靠性司法鉴定、电磁环境影响司法鉴定、触电人身

伤害原因司法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４５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张星海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９

陈　缨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６

常晓青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能质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２

朱清代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可靠性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５

曹永兴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６

濮峻嵩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触电人身伤害原因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５

５０２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聂鸿宇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８

罗　锦 女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７

王　平 女 高级工程师
电能质量司法鉴定

电力可靠性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１

吴维德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触电人身伤害原因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１

徐　敏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３

王方强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磁环境影响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９

兰新生 男 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磁环境影响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６

周易谦 男 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磁环境影响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７

周思宇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设施保护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８

杨　华 男 高级工程师
电能质量司法鉴定

电力可靠性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９

杨　茂 女 工程师
电能质量司法鉴定

电力可靠性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０

朱天宇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设施保护司法鉴定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３

何　彬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４

彭　灿 女 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设施保护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５

马　辉 女 高级工程师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电力设施保护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６

陈　巍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磁环境影响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６

彭剑英 女 高级工程师
触电人身伤害原因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７

姚　晓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４

周　建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３

谢晔 女 高级工程师
电能质量司法鉴定

电力可靠性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０５

彭　倩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设施保护司法鉴定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３１

６０２



其他类

成都市机构

续表
!!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吴　驰 男 工程师
触电人身伤害原因司法鉴定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８

崔　弘 男 工程师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３０

林瑞星 男 工程师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２９

李建明 男 教授级高工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０

白　泰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２

屈　鸣 男 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２２４０１４

甘德刚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７

刘明忠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３

陈向宜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５

蔡　钢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４

刘　曦 女 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１

杨　琳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设施保护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８

陈洪波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２

杨华云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交易电量及其计量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７

常政威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３８

温晓舫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４

胡　军 男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３

任小瑜 女 高级工程师
电力工程司法鉴定

电力生产事故司法鉴定
５１００１４２２４０４２

７０２



四川华川假肢矫形器司法鉴定所
社会信用代码：３４５１００００７６５０５７８７７Ｌ
机构住所：成都市龙江路２６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２１
法定代表人：李诗著 机构负责人：古凯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４３３２３２ 传真：０２８－８５４３９８３０
业务范围：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７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古　凯 男 工程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２００５

刘夕东 男 主任医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２００９

杨卫东 男 工程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１０９２００４

闵　锐 男 医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９２０１３

梅　洪 女 主治医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２０９２０１２

杨　淞 男 主治医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２０１５

罗　颖 女 主治医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０１６０９２０１４

四川明德辅助器具司法鉴定所
社会信用代码：Ｙ１５１００００５７０７１４１９５０
机构住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环街６９号居然Ａ栋１９０１－１９０４号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３６
法定代表人 （机构负责人）：林文海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７７１２７２ 传真：０２８－８７３４４６６８
业务范围：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执业司法鉴定人：３名

姓　名 性别 技术职称 行业资格 执业类别 执业证号

曹　军 男 假肢、矫形器鉴定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９７００３

冯　毅 男 假肢、矫形器鉴定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９７００２

林　超 男 假肢、矫形器鉴定师 假肢与矫形器鉴定 ５１０１１１１９７００１

８０２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Where: after current page
     页数: 1
     与当前相同
      

        
     1
     1
     1
     1042
     527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9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