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名称 执业证书编号 事务所名称 批准日期 批准设立文件 2013年1月1日始事务所曾用名称

沈阳市 110000102101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3-09-02 辽财执会[2013]29号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分公司

沈阳市 110001542101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04-04-23 辽财会函[2004]144号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公司、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分公司

沈阳市 110001622101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5-05-27 辽财执会[2015]34号

沈阳市 110001632107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 2010-01-12 辽财会[2010]21号

沈阳市 110001672101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4-06-06 辽财执会[2014]17号

沈阳市 110001682102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沈阳分所 2017-06-22 辽财执会[2017]45号

沈阳市 110001702101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07-10-17 辽财会函[2007]203号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所

沈阳市 110001912101 中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分所 2001-11-27 辽财会协字[2001]706号

沈阳市 110002042101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08-11-11 辽财会函[2008]446号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所

沈阳市 110002412101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沈阳分所 2015-08-26 辽财执会[2015]58号

沈阳市 110002432102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沈阳分所 2017-08-01 辽财执会[2017]46号

沈阳市 110002492108 北京中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所 2010-04-13 辽财会[2010]341号

沈阳市 110002672112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1-12-30 辽财会[2011]1097号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公司、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沈阳市 110003742110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1-07-18 辽财会[2011]555号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所

沈阳市 110100322101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08-12-23 辽财会函[2008]498号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公司、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沈阳市 110101302105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09-12-31 辽财会[2009] 995号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沈阳市 110101412113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1-12-19 辽财会[2011]1045号

沈阳市 110101482102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2-12-19 辽财会函[2004]489号

沈阳市 11010150210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沈阳分所 2009-09-29 辽财会[2009]723号

沈阳市 110102052101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6-10-08 辽财执会[2016]80号

沈阳市 120100112101 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4-12-19 辽财执会[2014]71号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沈阳市 21010012 辽宁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沈阳市 21010013 辽宁中业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6-11-14 辽财会函[2006]301号

沈阳市 21010014 辽宁腾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7-08-13 辽财会函[2007]148号 沈阳腾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沈阳市 21010017 辽宁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7-09-12 辽财会函[2007]175号

沈阳市 21010018 沈阳华宇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01-16 辽财会函[2008]17号 沈阳华宇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沈阳市 21010019 沈阳兴法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8-02-25 辽财会函[2008]71号

沈阳市 21010020 辽宁中普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8-03-27 辽财会函{2008]108号

2016-2018年未被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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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 21010023 沈阳普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07-31 辽财会函[2008]333号

沈阳市 21010024 辽宁得慧鑫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12-12 辽财会函[2008]478号

沈阳市 21010025 辽宁寰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9-01-07 辽财会函(2009)5号

沈阳市 21010026 辽宁华之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02-02 辽财会函[2009]18号

沈阳市 21010027 辽宁恒晟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06-05 辽财会函[2009]99号

沈阳市 21010029 辽宁钰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9-07-29 辽财会函【2009】130号

沈阳市 21010030 辽宁东乘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08-28 辽财会[2009]621号 辽宁东乘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沈阳市 21010032 辽宁易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0-02-20 辽财会【2010】147号

沈阳市 21010033 辽宁卓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02-25 辽财会【2010】157号

沈阳市 21010034 沈阳兴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035 辽宁君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07-08 辽财会【2010】627号

沈阳市 21010038 辽宁立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26号

沈阳市 21010040 辽宁慧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041 辽宁华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056 辽宁正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沈阳市 21010057 辽宁华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059 辽宁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8号

沈阳市 21010060 辽宁理念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第608号

沈阳市 21010065 辽宁唯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072 辽宁盛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函[2004]81号

沈阳市 21010076 辽宁蓝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086 辽宁华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092 沈阳沈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094 辽宁华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沈阳华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 21010095 辽宁慧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沈阳市 21010099 辽宁荣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 21010104 辽宁铁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126 辽宁光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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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 21010162 辽宁华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164 辽宁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170 辽宁银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8-12-03 辽财会协字[1998]432号

沈阳市 21010192 辽宁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194 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12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195 辽宁会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26号

沈阳市 21010196 辽宁同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197 辽宁宁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198 辽宁华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200 辽宁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201 辽宁天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202 辽宁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203 沈阳兴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沈阳市 21010205 辽宁荣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沈阳荣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 21010209 辽宁东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10213 辽宁融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23 辽财会函[2000]13号

沈阳市 21010215 辽宁鼎信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7号

沈阳市 21010216 沈阳中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沈阳市 21010217 沈阳新立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99号

沈阳市 21010307 辽宁恒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0-11-27 辽财会协[2000]635号

沈阳市 21010309 沈阳慧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3-02-21 辽财会协函[2003]42号 沈阳慧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沈阳市 21010312 辽宁永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49号

沈阳市 21010313 辽宁汇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51号 辽宁宝华正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 21010315 辽宁言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54号

沈阳市 21010317 辽宁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52号

沈阳市 21010318 沈阳资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50号

沈阳市 21010320 沈阳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10-23 辽财会函[2003]292号

沈阳市 21010322 辽宁慧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30号

第 3 页，共 15 页



地区名称 执业证书编号 事务所名称 批准日期 批准设立文件 2013年1月1日始事务所曾用名称

2016-2018年未被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

沈阳市 21010323 辽宁同公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39号

沈阳市 21010324 沈阳昊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33号

沈阳市 21010325 辽宁益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41号

沈阳市 21010326 辽宁银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1-18 辽财会函[2004]243号

沈阳市 21010332 辽宁环渤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2-06 辽财会函[2004]57号

沈阳市 21010333 辽宁中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37号

沈阳市 21010336 辽宁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4-23 辽财会函[2004]143号

沈阳市 21010338 辽宁清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28号

沈阳市 21010339 辽宁广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20号 沈阳广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市 21010340 辽宁天弘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15号

沈阳市 21010341 辽宁信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25号

沈阳市 21010342 辽宁中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17号

沈阳市 21010343 辽宁中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75号

沈阳市 21010344 辽宁通立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8-06 辽财会函[2004]298号

沈阳市 21010345 辽宁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76号

沈阳市 21010346 辽宁文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9-01 辽财会函[2004]333号 沈阳文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 21010347 辽宁华益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88号

沈阳市 21010348 辽宁天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9-01 辽财会函[2004]332号

沈阳市 21010349 辽宁中振乾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8-25 辽财会函[2004]326号

沈阳市 21010350 辽宁诚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0-08 辽财会函[2004]359号

沈阳市 21010351 辽宁尔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0-08 辽财会函[2004]361号

沈阳市 21010353 辽宁信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01-21 辽财会函[2005]23号

沈阳市 21010354 辽宁万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2-29 辽财会函[2004]485号

沈阳市 21010355 辽宁泽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5-03-22 辽财会函[2005]98号

沈阳市 21010357 辽宁天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03-22 辽财会函[2005]102号

沈阳市 21010361 辽宁正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12-16 辽财会函[2005]330号

沈阳市 21010362 沈阳明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5-12-01 辽财会函[2005]315号

沈阳市 21010365 辽宁中鼎盛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6-09-11 辽财会函[2006]2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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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 21010366 辽宁中意慧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6-10-27 辽财会函[2006]278号

沈阳市 21010368 辽宁隆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01-12 辽财会函[2007]7号

沈阳市 21010370 辽宁捷信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01-31 辽财会函[2007]19号

沈阳市 21010372 辽宁中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7-04-02 辽财会函[2007]64号

沈阳市 21010373 沈阳艺隆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2-18 辽财会[2013]126号

沈阳市 21010374 辽宁众旺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3-01 辽财会[2013]161号

沈阳市 21010375 辽宁添鑫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3-22 辽财会[2013]209号

沈阳市 21010376 沈阳力亚全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4-06-26 辽财执会[2014]21号

沈阳市 21010377 辽宁知行和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4-11-17 辽财执会[2014]53号

沈阳市 21010378 沈阳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5-12-24 辽财执会[2015]108号

沈阳市 21010379 辽宁天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5-12-24 辽财执会[2015]107号

沈阳市 21010380 辽宁广佳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7-01-25 辽财执会[2017]2号

沈阳市 21010381 辽宁正昕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02-26 辽财执会[2018]13号

沈阳市 21010382 沈阳金言颐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05-21 辽财执会[2018]15号

沈阳市 21010383 辽宁润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08-29 辽财执会[2018]57号

沈阳市 21010384 辽宁浩鸣青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12-14 辽财执会[2018]116号

沈阳市 21020352 辽宁智圆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6-02-10 辽财会函[2006]12号 大连嘉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 21040132 辽宁同飞玺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沈阳市 21050312 辽宁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72号

沈阳市 21070313 辽宁东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46号

沈阳市 21110285 辽宁普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调兵山敬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市 21120138 辽宁树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3-18 辽财会协函[2003]60号

沈阳市 21130313 辽宁融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盘锦融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市 21130316 辽宁运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2-29 辽财会函[2004]488号 沈阳荣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沈阳市 21130317 辽宁中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5-01-05 辽财会函[2005]4号 盘锦中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沈阳市 310000072102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沈阳分所 2017-05-18 辽财执会[2017]35号

沈阳市 420100052101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3-12-25 辽财执会[2013]93号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沈阳市 430100452101 湖南湘能卓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所 2018-12-26 辽财执会[2018]117号

大连市 110000102102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6-05-27 辽财执会[2016]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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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 110001022101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6-05-11 辽财执会[2016]29号

大连市 110001542102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07-12-19 辽财会函[2007]298号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公司、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分公司

大连市 110001682101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5-05-05 辽财执会[2015]29号

大连市 110001702102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08-11-11 辽财会函[2008]445号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

大连市 110002432101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2-07-27 财会函[2012]35号

大连市 110100752101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8-01-17 辽财执会〔2018〕1号

大连市 110101302106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09-12-30 辽财会[2009]991号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大连市 110101362103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09-08-25 辽财会[2009]601号

大连市 11010148211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1-12-06 辽财会[2011]1000号

大连市 1101015621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2-03-16 辽财会[2012]202号

大连市 21010102 辽宁零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8号

大连市 210101942103 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分所 2001-10-30 辽财会协字[2001]628号

大连市 21010371 辽宁汇利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7-03-29 辽财会函[2007]60号

大连市 21020013 大连名仕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12-17 辽财会函[2008]485号 大连名仕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014 大连中昊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09-27 辽财会函[2007]181号 大连永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市 21020016 大连福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12-19 辽财会函[2007]291

大连市 21020017 辽宁柏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8-04-14 辽财会函[2008]120号

大连市 21020018 辽宁禄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8-04-22 辽财会函[2008]135号

大连市 21020019 大连懿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9-01-16 辽财会函[2009]8号 大连德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020 辽宁圣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9-02-28 辽财会函[2009]34号

大连市 21020021 大连嘉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09-03 辽财会【2009】645号 大连嘉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022 大连众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9-11-20 辽财会【2009】857号

大连市 21020023 大连泓巨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12-31 辽财会【2009】1005号 大连泓巨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024 大连弘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02-03 辽财会【2010】89号

大连市 21020025 大连永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10-03-24 辽财会【2010】268号

大连市 21020026 辽宁明亦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04-30 辽财会【2010】398号 大连明亦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市 21020027 大连匀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1-11-10 辽财会[2011]909号 大连匀一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045 大连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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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 21020046 大连源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大连市 21020047 大连正合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大连市 21020048 大连辽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大连市 21020049 大连正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大连市 21020050 辽宁成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连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市 21020052 大连正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068 大连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073 大连金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大连市 21020107 辽宁中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大连中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市 21020108 辽宁东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大连市 21020109 大连中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110 辽宁源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源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市 21020124 大连环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996-01-10 辽财会协字[1996]24号 大连环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130 大连正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0-01-11 辽财会协字[2000]12号

大连市 21020141 大连兴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26号

大连市 21020151 大连公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155 大连君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1997-12-24 辽财注函字[1997]84号

大连市 21020159 大连同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大连市 21020167 辽宁宝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2-30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大连市 21020174 大连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3-03 辽财会函[2004]80号

大连市 21020176 大连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8-12-03 辽财会协字[1998]432号

大连市 21020178 大连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8-12-03 辽财会协字[1998]432号

大连市 21020188 大连新时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1998-12-31 辽财会协字[1998]529号

大连市 21020191 大连衡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1999-01-22 辽财会协字[1999]25号

大连市 21020218 辽宁正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219 大连兴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220 大连集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222 大连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第 7 页，共 15 页



地区名称 执业证书编号 事务所名称 批准日期 批准设立文件 2013年1月1日始事务所曾用名称

2016-2018年未被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的会计师事务所名单

大连市 21020224 大连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229 大连正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大连市 21020231 大连永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232 大连天裕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2号

大连市 21020233 大连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236 大连明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大连市 21020239 大连万隆天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306 大连金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大连市 21020308 辽宁明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1-04-30 辽财会协字[2001]230号

大连市 21020311 辽宁天合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3-02-21 辽财会协函[2003]40号 大连天合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313 大连润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0号

大连市 21020314 大连正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1号

大连市 21020315 辽宁海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6号

大连市 21020316 大连连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7号

大连市 21020317 大连鼎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56号

大连市 21020319 大连博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59号

大连市 21020320 大连冠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3号

大连市 21020325 大连硕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5号

大连市 21020326 大连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10-09 辽财会函[2003]258号

大连市 21020327 大连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10-23 辽财会函[2003]291号

大连市 21020328 辽宁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2号 大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连市 21020329 大连弘博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25号

大连市 21020330 大连兆林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27号

大连市 21020331 辽宁昱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4-23 辽财会函[2004]142号

大连市 21020332 辽宁和谐平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4-23 辽财会函[2004]146号

大连市 21020334 大连昶德公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16号

大连市 21020335 大连汇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21号

大连市 21020338 大连恒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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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 21020339 大连华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78号

大连市 21020340 大连正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77号

大连市 21020341 大连鸿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8-06 辽财会函[2004]299号

大连市 21020342 大连辽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81号

大连市 21020343 大连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22号

大连市 21020344 大连诚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0-08 辽财会函[2004]363号

大连市 21020346 大连永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1-29 辽财会函[2004]426号

大连市 21020347 大连三迈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12-27 辽财会函[2004]476号 大连三迈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348 大连凯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12-27 辽财会函[2004]479号 大连凯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大连市 21020349 大连连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2-27 辽财会函[2004]480号

大连市 21020351 辽宁宏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2-27 辽财会函[2004]478号

大连市 21020355 大连智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6-12-06 辽财会函[2006]321号

大连市 21020356 大连长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04-30 辽财会函[2007]94号

大连市 21020357 大连大生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2-20 辽财会[2013]135号

大连市 21020358 大连多慧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2-26 辽财会[2013]150号

大连市 21020359 大连慧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3-06 辽财会[2013]174号

大连市 21020360 大连华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3-18 辽财会[2013]190号

大连市 21020361 大连浩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7-26 辽财执会[2013]14号

大连市 21020362 大连卓而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11-22 辽财执会[2013]78号

大连市 21020363 大连鑫胜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12-20 辽财执会[2013]92号

大连市 21020365 大连金航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4-11-11 辽财执会[2014]52号 大连东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大连市 21020366 大连敬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4-12-10 辽财执会[2014]56号

大连市 21020367 大连德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5-02-03 辽财执会[2015]5号

大连市 21020368 大连兴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6-12-30 辽财执会[2016]105号

大连市 21020370 大连荣耀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12-27 辽财执会[2018]118号

大连市 31000006210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2010-03-10 辽财会[2010]196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大连市 310000072101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2-12-24 财会函[2012]52号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

大连市 310000082101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14-10-21 辽财执会[2014]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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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 310000122201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2002-07-20 财会函[2002]1017号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连分所

鞍山市 21030006 鞍山禹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591号

鞍山市 21030013 辽宁方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12-27 辽财会函[2007]323号

鞍山市 21030014 辽宁永昕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07-31 辽财会函[2008]334号 辽宁永昕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鞍山市 21030015 鞍山惠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12-31 辽财会函[2008]512号 鞍山惠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鞍山市 21030053 鞍山新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鞍山市 21030115 岫岩玉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鞍山市 21030117 辽宁正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鞍山市 21030119 辽宁四合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鞍山市 21030131 辽宁大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鞍山市 21030153 鞍山鸿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鞍山市 21030242 辽宁永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01-04 辽财会函[2005]2号

鞍山市 21030246 辽宁中颐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鞍山中颐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鞍山市 21030307 鞍山鑫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26号

鞍山市 21030309 海城诚信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3-01-04 辽财会协函[2002]429号 海城诚信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鞍山市 21030313 海城中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83号

鞍山市 21030314 鞍山安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85号

鞍山市 21030315 辽宁明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01-14 辽财会函[2005]12号

鞍山市 21030316 鞍山明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5-01-11 辽财会函[2005]8号 鞍山明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鞍山市 21030317 鞍山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01-05 辽财会函[2005]3号

鞍山市 21030319 鞍山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12-16 辽财会函[2005]323号

鞍山市 21030320 鞍山万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6-02-06 辽财会函[2006]10号 鞍山万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鞍山市 21030322 鞍山恒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01-31 辽财会函[2007]18号

鞍山市 21030323 辽宁华理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8-27 辽财执会[2013]25号

鞍山市 21030324 辽宁泽惠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5-02-04 辽财执会[2015]6号

鞍山市 21030325 辽宁永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11-21 辽财执会[2018]114号

抚顺市 21040013 抚顺森奕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7-11-26 辽财会函[2007]232号

抚顺市 21040014 辽宁德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0-04-30 辽财会【2010】4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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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 21040039 辽宁永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函[2004]169号

抚顺市 21040064 抚顺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抚顺市 21040253 辽宁中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5-01-05 辽财会函[2005]5号

本溪市 21050005 本溪德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本溪市 21050023 本溪华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本溪市 21050253 本溪振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本溪市 21050310 本溪燕东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3-02-21 辽财会协函[2003]37号 本溪燕东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本溪市 21050311 本溪银宏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02-21 辽财会协函[2003]38号

本溪市 21050313 本溪融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10-23 辽财会函[2003]294号

本溪市 21050317 桓仁鸿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6-12-19 辽财会函[2006]337号

本溪市 21050318 辽宁懿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7-26 辽财执会[2013]13号 辽宁懿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本溪市 21050319 辽宁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5-01-19 辽财执会[2015]1号

本溪市 21050320 本溪清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5-12-28 辽财执会[2015]109号

本溪市 21050321 辽宁东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01-18 辽财执会[2018]2号

丹东市 21060013 辽宁雨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08-07 辽财会函[2008]340号 凤城凤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丹东市 21060014 丹东润睿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9-06-30 辽财会函【2009】116号

丹东市 21060036 丹东鸭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丹东市 21060166 辽宁中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9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丹东市 21060256 东港天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丹东市 21060257 宽甸硼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丹东市 21060258 丹东东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丹东市 21060259 丹东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丹东市 21060262 辽宁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1-09-12 辽财会协字[2001]531号

丹东市 21060263 丹东铖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69号

丹东市 21060264 辽宁汇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12-30 辽财会函[2003]376号 丹东汇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丹东市 21060265 辽宁国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22号 丹东国恒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丹东市 21060266 丹东辽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12-29 辽财会函[2004]486号 丹东辽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锦州市 210101942101 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锦州分所 2002-02-05 辽财会协[2002]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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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 21070009 锦州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锦州市 21070014 辽宁智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09-25 辽财会【2009】711号 锦州胜邦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锦州市 21070015 辽宁鸿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0-03-05 辽财会[2010]181号 锦州宝盈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锦州市 21070043 锦州渤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锦州市 21070142 锦州鑫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锦州市 21070264 北镇银丰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4号 北镇银丰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锦州市 21070311 锦州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71号

锦州市 21070314 辽宁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0-08 辽财会函[2004]362号

锦州市 21070316 辽宁阳光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6-10-23 辽财会函[2006]271号

锦州市 21070317 辽宁鑫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6-12-28 辽财会函[2006]347号 辽宁鑫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锦州市 21070318 辽宁博宇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04-02 辽财会函[2007]63号

锦州市 21070319 辽宁鑫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9-04 辽财执会[2013]30号

锦州市 21070320 锦州沐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8-02-26 辽财执会[2018]14号

营口市 210101942104 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分所 2002-06-12 辽财会协函[2002]169号

营口市 21010360 营口联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5-11-04 辽财会函[2005]291号 营口联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营口市 21080008 营口中科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营口市 21080013 辽宁新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10-11 辽财会函[2007]172号

营口市 21080079 辽宁中京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营口市 21080122 营口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营口市 21080267 营口鑫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营口市 21080271 辽宁志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09-27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营口市 21080312 辽宁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1-03-05 辽财会协字[2001]104号

营口市 21080314 辽宁春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35号

营口市 21080315 营口海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4/23 辽财会函[2004]141号 营口海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营口市 21080316 营口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19号 营口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营口市 21080317 营口众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84号 营口众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营口市 21080318 营口中邦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6-08-02 辽财会函[2006]215号 营口中邦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营口市 21080319 营口全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6-10-23 辽财会函【2006】2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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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 21080320 营口惠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7-03-21 辽财会函[2007]54号 营口惠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营口市 21080321 辽宁信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07-25 辽财会函[2007]68号

营口市 21100291 辽宁融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7-01-12 辽财会函[2007]8号 辽阳辽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营口辽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阜新市 21010321 辽宁中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48号

阜新市 21090010 阜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阜新市 21090014 阜新瑞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10-27 辽财会[2009]794号 阜新瑞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阜新市 21090033 阜新鑫华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阜新市 21090179 阜新兴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8-12-03 辽财会协字[1998]432号

阜新市 21090273 阜新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阜新市 21090274 阜新衡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阜新市 21090275 彰武正辉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2003-02-21 辽财会协函[2003]43号

阜新市 21090276 阜新汇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57号

辽阳市 21100013 辽宁天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26号

辽阳市 21100014 辽阳盛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9-02-20 辽财会函[2009]29号 辽阳盛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辽阳市 21100279 辽阳金盛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4号

辽阳市 21100284 辽阳耀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40号 辽阳耀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辽阳市 21100287 灯塔天亿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32号 灯塔天亿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辽阳市 21100288 辽阳志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5-12-16 辽财会函[2005]322号

辽阳市 21100290 辽宁诚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6-12-28 辽财会函[2006]349号 辽阳诚远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铁岭市 21010327 辽宁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42号

铁岭市 21110017 辽宁中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12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铁岭市 21110193 辽宁万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4-05-24 辽财会函[2004]234号

铁岭市 21110283 铁岭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铁岭市 21110284 铁岭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铁岭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铁岭市 21110286 铁岭正清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2号

铁岭市 21110288 铁岭里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13 辽财会协字[1999]591号

铁岭市 21110289 铁岭陆丰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30号

铁岭市 21110290 辽宁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02-21 辽财会协函[2003]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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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 21110291 开原兴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09-30 辽财会函[2003]275号

铁岭市 21110292 铁岭华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3-12-30 辽财会函[2003]377号 铁岭华实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铁岭市 21110293 辽宁中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36号

铁岭市 21110294 调兵山宏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4-06-21 辽财会函[2004]223号

铁岭市 21120013 辽宁运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02-25 辽财会函[2008]70号 辽宁运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朝阳市 21010369 辽宁隆丰隆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6-12-18 辽财会函[2007]15号

朝阳市 21120014 朝阳正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朝阳市 21120291 辽宁智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函[2004]63号

朝阳市 21120292 朝阳新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朝阳市 21120294 朝阳方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朝阳市 21120295 朝阳龙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朝阳市 21120312 辽宁致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26号 辽宁善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市 21120313 朝阳正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3-11-22 辽财会函[2003]318号 朝阳正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朝阳市 21120314 喀左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3-02-21 辽财会协函[2003]44号

朝阳市 21120315 朝阳恒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4-01-16 辽财会函[2004]23号 朝阳恒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朝阳市 21130013 辽宁智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08-11-06 辽财会函[2008]444号 辽宁鑫亿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朝阳市 21130318 辽宁政则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3-02-20 辽财会[2013]134号

盘锦市 130000562101 河北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2006-10-23 辽财会函[2006]270号

盘锦市 210101942102 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盘锦分所 2002-02-05 辽财会协[2002]34号

盘锦市 21110013 辽宁锦元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7-08-13 辽财会函[2007]149号

盘锦市 21110014 盘锦谦隆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7-12-19 辽财会函[2007]293号

盘锦市 21110016 盘锦龙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8-12-12 辽财会函[2008]477号

盘锦市 21110018 辽宁蕴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0-06-08 辽财会【2010】528号 辽宁蕴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盘锦市 21110019 盘锦恒睿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11-09-16 辽财会[2011]748号 盘锦恒睿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盘锦市 21130019 盘锦永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26号

盘锦市 21130296 盘锦世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盘锦市 21130298 辽宁兴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盘锦市 21130315 辽宁瀚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4-07-27 辽财会函[2004]2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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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市 21140013 葫芦岛瑞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7-12-27 辽财会函[2007]322号

葫芦岛市 21140020 葫芦岛海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608号

葫芦岛市 21140134 葫芦岛鸿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700号

葫芦岛市 21140302 葫芦岛永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999-11-23 辽财会协字[1999]593号

葫芦岛市 21140306 辽宁衡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08-25 辽财会函[2004]327号

葫芦岛市 21140307 辽宁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10-08 辽财会函[2004]3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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