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职称 推荐地区或部门

1 朱保成 男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总会计师 北京

2 陈新龙 男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院 计划财务处处长 北京

3 祁　山 男 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 四级调研员 北京

4 肖厚发 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首席合伙人 北京

5 吴　娜 女 天津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 天津

6 王新峰 男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资金部总经理 天津

7 刘金海 男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会计师 河北

8 王福田 男 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财务处处长 河北

9 王凤岐 男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北分所 所长 河北

10 李　艺 男 河北省张家口市财政局 局长 河北

11 钟晓强 男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部长 山西

12 续慧泓 男 山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副院长 山西

13 萨仁高娃 女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院 财务处处长 内蒙古

14 王　博 男 中国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预算科主管 内蒙古

15 高凤元 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所长 辽宁

16 叶　青 女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会计部总监 辽宁

17 黄　斌 男 大连市中山区财政局 局长 大连

18 常忠利 男 吉林省财政厅 会计处处长 吉林

19 王艳红 女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总会计师 吉林

20 宋云飞 男 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会计师 黑龙江

21 胡恩国 男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黑龙江

22 张劲松 女 哈尔滨商业大学 会计学院院长 黑龙江

23 李雪辉 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财务处处长 上海

24 李争浩 男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总经理 上海

25 吕长江 男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副院长 上海

26 朱　颖 女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上海

27 杨志城 男 南通星球石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江苏

28 朱卫文 女 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财务审计处处长 江苏

29 于兰英 女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财务管理部部长 江苏

30 刘　旭 男 江苏省国金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审计部部长 江苏

31 马　青 女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主任 浙江

32 徐文财 男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资深副总裁、财务总监 浙江

33 金妍萍 女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计划财务与审计部部长 浙江

34 沈建林 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 所长 浙江

35 吴邦维 男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财经副总裁 宁波

36 鲍时满 男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会计师 安徽

37 廖传宝 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 高级合伙人 安徽

38 周泽将 男 安徽大学 商学院副院长 安徽

39 郑琳芳 女 福建省财政厅 会计处处长 福建

40 宋　群 女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副主任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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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吴　波 男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总会计师 福建

42 王剑莉 女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厦门

43 熊　丽 女 江西省南昌市财政局 会计科科长 江西

44 罗冬华 男 江西省地质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江西

45 徐立波 女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山东

46 张希才 男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山东

47 钟京志 男 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副主任 山东

48 李志文 男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合伙人 山东

49 张军华 女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 青岛

50 张　华 女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会计师、财务管理部经理 河南

51 杨献春 女 河南省驻马店市财政局 会计科科长 河南

52 李建军 男 河南省人民医院 总会计师 河南

53 付爱英 女 河南省水利厅 财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河南

54 张　琦 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务部部长、政府会计研究所所长 湖北

55 曾金华 男 湖北省襄阳市财政局 副局长 湖北

56 周　露 女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湖北

57 万汉英 女 武汉正浩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 主任会计师 湖北

58 毛育晖 女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总经理 湖南

59 罗伟华 男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首席财务官 湖南

60 刘天佐 男 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教授 湖南

61 陈伊哲 女 广东省财政厅 预算处副处长 广东

62 陈　琼 女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机关事务管理处二级调研员 广东

63 朱　红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财务处处长 广东

64 李雪梅 女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总会计师 广东

65 王　洁 女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 所长 广东

66 俞善敖 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合伙人 深圳

67 朱大华 男 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深圳

68 陆　海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三级调研员 广西

69 廖晴川 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总会计师 广西

70 陈文婧 女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财务与资金运用处处长 海南

71 张长海 男 海南大学 经管学院教授 海南

72 龙文虎 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总经理 重庆

73 刘　斌 男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

74 蔡　春 男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 四川

75 来　永 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〇一工厂 总会计师 四川

76 宋朝学 男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 总经理 四川

77 谢志强 女 财政部四川监管局 监管五处处长 四川

78 李昌慧 女 贵州省人民医院 总会计师 贵州

79 余宗科 男 贵州开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董事长 贵州

80 李永泉 男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 警务保障部计划财务处处长 云南

81 杨漫辉 男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 管理合伙人 云南

82 聂顺江 男 云南民族大学
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会计学专业负
责人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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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拉吉卓玛 女 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西藏

84 马瑞萍 女 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 总会计师 陕西

85 张殿荣 男 陕西精益化工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陕西

86 刘庆华 女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甘肃

87 吴贵毅 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甘肃

88 张　静 女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行政处副处长 青海

89 童成录 男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海分所 合伙人 青海

90 梁　琪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会计处三级调研员 宁夏

91 王　强 男 银川西夏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首席合伙人 宁夏

92 夏军民 男 新疆方夏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主任会计师 新疆

93 韩金红 女 新疆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教授 新疆

94 郭　瑛 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总会计师 新疆兵团

95 黄　萍 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库支付中心 主任 新疆兵团

96 陶　拯 男 中央宣传部
办公厅预算和项目管理处处长、资产
管理处（企业财务监管处）处长

中直管理局

97 梁陆青 女 交通运输部
财务审计司会计管理处处长、二级巡
视员

国管局

98 孙　璀 男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国管局

99 朱　琳 女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资金集中收付管理中心 第五结算室主任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100 胡志鹏 男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 财务局会计处处长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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