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名单

(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1 丁友刚 暨南大学财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2 于竹明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3 孔高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六十八团财政所财务科科长

4 王  升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财务处处长

5 王  宁 江苏省南京市财政局会计处调研员

6 王国宁 兰州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保障局正团职助理员（财务负责人）

7 王国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管委会委员、副总裁

8 王  苹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9 王秋红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财务处处长

10 王群山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审计处调研员

11 邓  斌 珠海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政委、总会计师

12 冯雁凌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规划财务部总经理

13 史玉梅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财政局会计管理科科长

14 白万成 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财会处处长

15 白志平 河北省财政厅监督评价处处长

16 石利民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17 刘  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装备管理处副处长

18 刘明华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德勤中国创新主管合伙人、华东区主管合伙人

19 刘胜良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管理合伙人

20 刘绣峰 四川省财政厅会计处（行政审批处）处长

21 孙芳城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

22 许力武 陕西省榆林市财政局会计科科长

23 闫云栋 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产部高级经理

24 何一坚 广西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25 余勇晖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总会计师

26 余怒涛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

27 吴江龙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28 吴红兵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处处长

29 吴  艳 大连市财政局会计处副处长

30 吴富中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31 吴  舒 安徽省天长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股股长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32 张凤路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33 张召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财政所所长

34 张志宏 哈尔滨师范大学总会计师

35 张闰涛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小圩壮族乡财政所副所长

36 张建忠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

37 张恒跃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38 张晓东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39 张栩棻 武警部队后勤部财务局会计处处长

40 李文武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科员

41 李乐波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委派财务科长

42 李冰颖 南昌航空大学计划财务处处长

43 李宜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财务处处长

44 李继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郑州分所审计服务合伙人

45 李培辉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46 李耀忠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银川分所主任会计师

47 杜毅刚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财务公司总经理

48 杨细玉 广东省中医院财务总监

49 杨炳生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50 杨  梅 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临时负责人

51 邱靖之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党委书记、首席合伙人

52 陈海平 江西省上饶县乡镇财政管理局局长

53 陈海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党政群团处处长

54 周旭东 陕西省人民医院财务处副处长

55 拉桑曲扎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监督一处正科级干部

56 林礼同 福建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局副局长

57 罗  军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58 苑泽明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59 郑春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财政局科员

60 郑  磊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合伙人

61 金  玲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处处长

62 査道林 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

63 段元仁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国库支付中心稽核股股长

64 段绪坤 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

65 相恒来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合伙人、咨询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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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胡亚玲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所长

67 胡志刚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经营财务部总经理

68 胡  嘉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69 胥翠芬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70 赵宝刚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71 郝先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主任会计师

72 钟文胜 湖南工商大学财务处副处长

73 项  坚 衢州市财政局副调研员、会计处处长

74 倪伟民 上海市财政局会计处副处长

75 凌  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财务副总监，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76 夏维朝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77 徐恒辉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干部

78 徐悦赞 广东省财政厅主任科员

79 徐  晗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部副部长

80 徐  蓁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81 栾志宏 河北省承德市财政局局长

82 殷雪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财务部副主任

83 秘慧琴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

84 袁  庆 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85 郭  军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86 顾晓琼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87 高振玲 北京市门头沟区财政局调研员

88 高翠莲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会计学院院长

89 寇光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90 曹爱民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91 梅海金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92 黄  宇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93 傅俊元 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94 惠全红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所副所长

95 谢晓燕 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96 摆向荣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97 臧希昌 河南省财政厅会计处处长

98 谭向东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总会计师

99 黎精明 武汉科技大学会计与财务管理系主任

100 戴东升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财务统计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