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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李健现身三亚
受聘成海洋公益形象大使

6月8日，2015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
宣传日开幕式在三亚千古情大剧院举行。著名
歌手李健从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手中接过聘书，
成为海洋公益形象大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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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社会各界对以上注册会计师的任职情况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0898-68531745、68531740；海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址：www.hicpa.org.cn。

海南省注册会计师管理中心 海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2015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结果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海南省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

办法》及有关规定，现将我省2015年度62家会计师事务所的502名注册会计师
的任职资格检查结果公告如下（注：会计师事务所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一、任职资格检查通过的注册会计师（495人）
1、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10层 电话：68529076
注册会计师（29人）雷小玲、李志林、辛志高、刘健生、吴建成、胡昌喜、
韩晓伟、黄森煌、陈永逸、吴丽瑜、卢剑、李慧、杨向雅、李正芳、陈伟军、
张正峰、吴馁、苏婷婷、罗春晓、贠文、王连花、崔秀荣、王周华、欧阳贵
华、付娆、杨利娟、董宏磊、徐艳萍、胡永刚。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6层B座 电话：66747660
注册会计师（28人）李进华、刘泽波、朱建清、谭道义、郝玲、马军舰、林
少勇、余广林、田培群、唐晓瑜、朱美荣、何萍、符策坚、刘欢、赵黛影、王
平、许萍、沈芸、何忠谱、李映辉、朱尚华、李爱蓉、王莉莉、刘媛媛、熊晓
莹、曾荣慧、杨洋华、许国晟。
3、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501室 电话：68536382
注册会计师（25人）胡亚玲、屠颖、姚利、肖建华、刘星、孙利平、周海燕、
柴彦龙、于江、张佩华、熊光亮、李加建、邓天林、王一帆、杨日达、温宇
鸥、金永、陈小燕、张梦佳、何洪彬、杜欢、杨柳、景婕、张莉莉、张艳卿。
4、海南中明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华银大厦10楼 电话：66723299
注册会计师（22人）孙秋明、张开诚、佘朝礼、吴清婷、王卉、张晓闯、吴
华敏、吴文才、龚军力、李敏、陈雪莉、艾华、薛钢、李彪、洪峰、唐南楠、
邵德助、仇志红、吴青芸、吴兵锋、仇志宇、肖军。
5、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7楼 电话：66213869
注册会计师（14人）席海波、黄挺学、付克武、陈勇、义志强、胡坤尚、唐
秀丽、张文选、陈宗银、陈蝶、顾建中、余唐健、李红星、马济科。
6、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803室 电话：68556208
注册会计师（11人）刘金凤、林勇广、夏广良、张丰伟、冯中伟、陈远晖、
林婉、王英晶、林玉洁、胡洋、王德明。
7、海南鸿晔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雅苑G座21A 电话：68529208
注册会计师（9人）陈向阳、黄喜雪、刘承炳、肖应军、肖惠明、郑速云、王
巨虹、梁建森、常燕。
8、海南华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海府一横路华宇大厦16楼 电话：65332291
注册会计师（10人）邱华刚、王国策、邓敏华、雷生富、李立、林忠、邢莉、
王静、周锟、王立业。
9、海南海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5号国贸中心6楼A座 电话：36352328
注册会计师（10人）吴文玉、习贵富、刘新民、郑瑞芳、关康桦、刘巧园、
符青涛、张广泰、朱一莎、李成静。
10、海南中执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玉沙路11号中盐大厦6楼A4房 电话：68591068
注册会计师（7人）林生、肖成孝、李同源、许燕、刘丽春、方武雄、刘欢。
11、海南鸿源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白龙南路42号万福大厦1607室 电话：65392100
注册会计师（12人）黄泽斌、孙涛、邢建泉、张云美、李臣科、林辉英、王
伟杰、陈程、黄丽娜、吴三莲、刘从洋、黄明海。
12、海南中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8楼A8 电话：36357107
注册会计师（6人）张巨航、陈亚南、曹楠、郑学进、孙晓欧、邱少清。
13、海南永信德威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富豪大厦C座南楼2005室 电话：68590828
注册会计师（6人）杜连山、郭伟、吴萍、赵炜、彭启鹏、郑敏。
14、海南中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白龙南路59号海瀛大厦13楼 电话：65399648
注册会计师（12人）欧学旺、许建顺、曲亚文、康文韬、寇幼梅、梁菁、欧
秋生、魏欣、邢益宽、张巧娟、贾红芹、明旭。
15、海南柏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帝国大厦A-2202室 电话：68530125
注册会计师（8人）周元友、符和积、孙维杰、梁海平、莫壮珠、刘宇芳、李
倩、曹云霞。
16、海南明志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港澳发展大厦8A2室 电话：36309398
注册会计师（6人）王明太、李志强、周红武、沈春红、王方宁、傅夏俯。
17、海南厚积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6号富豪花园C幢南楼2203房 电话：68558250
注册会计师（6人）王忠、何继明、曹亮、吴宇煌、陈作群、陈文秀。
18、海南佳明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玉沙路中盐大厦25层B2室 电话：68559081
注册会计师（7人）贺金红、曹英、张运翔、陈燕、黄欢、杨学菁、林坚。
19、海南佳合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宏源证券大厦 16楼 1686-1/1686-2房 电话：
66774851
注册会计师（6人）唐国文、王劲东、蔡正忠、冯艳、陈运宝、陶海林。
20、三亚中泰瑞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三亚市河西区新风路金润豪庭一区塔楼1702房 电话：88353091
注册会计师（6人）张先云、邱小松、李燕、彭香莲、李汪萍、曾慧颖。
21、海南兴平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金贸区国贸大厦A座1501室 电话：66779485
注册会计师（7人）王清云、黄海英、王坚、李唐瑜、邓宏峰、毕伟民、袁晓
燕。
22、佳鹏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海秀中路51-2号星华商厦705房 电话：66799253
注册会计师（10人）张燕、尼素群、吴善民、陈豪、王大山、侯新明、陈秀
勤、王碧君、陈琼宇、朱深雷。
2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海南分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3101室 电话：68530039
注册会计师（15人）王祖平、张平、符永富、林军、吕晟、梁林东、沈华、焦
艳、蔡文胜、黄迎春、李恒芳、黄江华、党旭晋、于晓丹、苑希峰。
24、海南誉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德派斯大厦C座501室 电话：68583352
注册会计师（10人）朱志俊、甘霖、陈辉林、张昭、韦裕汉、金双印、郭晔、
张启军、李丽、张长海。
25、海南海昌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9号中衡大厦5层 电话：68533670
注册会计师（9人）郭渝丽、赵忠志、王建洲、陈玉红、郝向丽、房霆、袁小
平、周述和、王赛夫。
26、海南群安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德派斯大厦A座1202室 电话：68593550
注册会计师（10人）王群、钟威、周琳、吴文平、张慧、李伟、黄银珍、蔡
涛、朱舟、陈华邱。
27、海南恒誉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三亚市河东路麒麟巷43号三亚市审计局大院二幢2806房 电话：88269569
注册会计师（7人）王裕琼、陈儒健、贾洪涛、陈兰、王文龙、向旸、夏金玉。
28、海南方正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403室 电话：68553678
注册会计师（10人）张巨、刘老鹰、周运考、王明湘、黄永金、罗学韵、罗
立、唐凌凤、蒋志涛、王蔚君。

29、海南天勤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0号长城大厦1602A房 电话：68560165
注册会计师（10人）谢云、郭洪耀、杨双全、肖俊南、刘华峰、顾永林、王
水兰、张恒芳、冯小梅、刘玫。
30、海南惟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亚希大厦1217室 电话：65373467
注册会计师（12人）尹越轶、党孟利、程少华、唐清平、王世军、蒋婷婷、
林春娇、王统才、杨颖、黄桂玲、赵爱学、魏亚丽。
31、海南佳颐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北侧16-2号帝国大厦A座1309 电话：66596831
注册会计师（4人）黎明辉、刘晓桔、黄鑑、李珊。
32、海口诚诺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金龙路22号深发展大厦1658室 电话：68520836
注册会计师（6人）许增、申细国、南海、陈锦敏、王站朝、杨晓。
33、海南荣德诚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白龙南路59号海瀛大厦9楼902房 电话：68512801
注册会计师(5人)李卫东、符英文、张春艳、郑海燕、林华旺。
34、海南兴业富华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大厦709房 电话：66782736
注册会计师（10人）毛晓明、蔡文娟、李兴娟、亢春华、周静、王姣姣、扶
建禄、谭业伟、李康、任海军。
35、三亚海诚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三亚市解放路995号海诚楼201室 电话：88263497
注册会计师（10人）吴海光、毛惠清、裴史巧、潘海新、肖雯文、林芬、陈
云云、廖树肃、黄山青、薛意清。
36、海南昌兴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文昌市文城镇谷鸿路6号 电话：63280519
注册会计师（3人）韩廷柏、韩周元、叶能保。
37、海南翔得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道客新村一巷50号第六层 电话：66731411
注册会计师（6人）邱云、杨艳、云妹、周起、黄保发、吴赛君。
38、海南华合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华发大厦A2108室 电话：66721384
注册会计师（3人）廖识清、蔡笃铁、陈波。
39、海口普信永和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766室 电话：66788399
注册会计师（3人）周金泽、付纯功、杨磊。
40、海南嘉德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F幢1108室 电话：68566878
注册会计师(6人)余明慧、王雄、霍德军、陈瑜、詹文娟、韩杏桂。
41、海南捷达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玉沙路21号玉沙广场2栋1201室 电话：68530713
注册会计师（3人）王情秋、雷新艺、柳桂芝。
42、海南智融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69号宝华海景大酒店613房 电话：68525669
注册会计师(5人) 邵韵霏、李宗宜、邹智慧、胡吉新、杨松。
43、海南博泉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阁13楼 电话：68515089
注册会计师（10人）高新宏、廖旭兰、王秀聪、唐甸云、吴亚明、蔡光新、
屠德荣、冯辉、王可为、李会泽。
44、海南海正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C幢1501室 电话：68520118
注册会计师（6人）杜传利、陈小平、傅亚超、卢庚保、江毅、钟科辉。
45、海南振华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玉沙路中盐大厦30B1室 电话：68542691
注册会计师（7人）宋春伟、魏建舟、肖平生、胡淑英、林桂曼、丁玉梅、丁
忠诚。

46、海南鹏林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玉沙北路17号玉沙广场7栋2302室 电话：68546699
注册会计师（3人）黄志龙、符世豪、冯武。
47、海口佳衡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金龙路1号椰岛大厦14F 电话：68591997
注册会计师（4人）冷梅、周帅飞、王立文、张荣华。
48、海南海迪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海外大厦7层B5房 电话：36665433
注册会计师（5人）廖克、李文瑚、王建美、张鹏生、李国昱。
49、海口正信达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33号京航大厦501房 电话：66728311
注册会计师（4人）莫杰、简素英、何德升、李胡荣。
50、海南中诚信达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玉沙路广场（京华城）3栋706房 电话：68561148
注册会计师（3人）刘学国、夏天、刘雨村。
51、海南和润德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海甸五西路港湾花园A1栋1607房 电话：66166348
注册会计师（3人）侯翠萍、白莉、李娜。
52、海南亿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国贸金龙路金海广场3栋501室 电话：68501791
注册会计师（3人）张乙玲、王保定、常福音。
53、琼海龙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琼海市加积嘉博路西侧鸿信嘉博棕榈园6号三层 电话：36837117
注册会计师(6人)王瑞杰、王轶群、蒋斌、刘美兰、蔡云峰、王健鸣。
54、海口中天华信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国贸北路13号国安大厦608A1室
注册会计师（3人）商小刚、云丽、李早春。
55、海南普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海口市明珠路9号美银大厦12F 电话：68585957
注册会计师（5人）陈宗辉、孙明、黄赞晖、李江、吴昕。
56、海口吉凯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金秀路金海广场3栋703室 电话：68589809
注册会计师（5人）桂榕、王飞燕、马国华、吴玮、郑群兰。
57、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金贸西路环海国际商务大厦12E 电话：68561876
注册会计师（3人）苏永琴、王亚鹏、郑开立。
58、海南华联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海府路亚希大厦815房 电话：65357910
注册会计师（5人）刘和坤、吴强、邓建超、陈卫、刘连生。
59、海南天和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76-2号御景湾1栋7B-2室 电话：68648496
注册会计师（3人）黄良诚、卢文竞、庄子鹏
60、海南华维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大英路79号华宝大厦1207房 电话：65361765
注册会计师（2人）王维、刘子伟。
61、海南宏鑫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三亚市新凤路翠洲盈湾小区A栋601房 电话：88268158
注册会计师（4人）胡玉、张行忠、陈作思、郑玉霞。
62、北京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海南分所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财盛大厦15楼1502室
注册会计师（5人）尹鹏、汤立东、周丽娟、刘政、杨焕进。
协会代管（2人）童光明、陆晓青。

二、任职资格检查未通过的注册会计师（5人）
未参检人员：陈家禄、云立风
超龄人员：吴发禄、陈忠清、甘传燕。

三、任职资格检查暂缓通过的注册会计师（2人）
未参加继续教育人员：杨明、朱为民。

王堃回应华鼎奖质疑
本报讯 距第16届华鼎奖上海大众汽车凌

渡之夜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发布盛典已过去一
周，但热度丝毫不减，尤其是薛凯琪在盛典上“骂”
江一燕“不要脸”的视频，更是上了热搜榜，华鼎奖
组委会主席王堃日前回应了网友质疑。

王堃表示，薛凯琪和江一燕之前并不认识，无
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无交集，可能是薛凯琪想开个
玩笑，幽默一把。“我记得江一燕在上台时还问了
一句‘刚刚为什么讲我在电影里没有脸啊？有很
多啊！’我也看到江一燕对此事的回应，她也不太
明白为什么薛凯琪会那么说。”王堃表示。（欣欣）

《后海不是海》点映
本报讯 由金牌导演韩晓军执导，张嘉译、倪

大红、王海燕、左小青、张晞临等实力演员联袂主
演的都市情感悬疑剧《后海不是海》将于6月14
日登陆东方卫视梦想剧场，每晚7时30分两集连
播。6月9日，东方卫视举办该剧点映会，首次曝
光了剧情。

据了解，《后海不是海》讲述了张嘉译所饰演
的离职刑警背负惊天秘密，默默承担与大哥倪大
红、三弟张晞临以及再婚妻子王海燕之间的种种
误解，试图追捕毒贩的故事。 （欣欣）

音乐剧《紫石街》启动
本报讯 由东方赢乐（北京）文化传媒出品的

音乐剧水浒之《紫石街》日前启动，该剧将首次把
潘金莲这一人物以音乐剧形式搬上舞台。

制作人万军透露，该剧的创作将秉承“不狗尾
续貂，不重新编撰，不插科打诨，不玩穿越，不玩概
念，不玩似是而非”这六大原则，尊重原著，做一部
纯正的舞台音乐正剧。万军强调，《紫石街》要用音
乐来叙事、编排结构、控制整部戏的节奏，这也是他
集词、曲、编、导于一身的原因。他表示，近年来国
内音乐剧市场日渐疲乏，没有一部经典之作出现，
《紫石街》既是对中国音乐剧十年来探索的总结，也
是一部有望开创中国音乐剧里程碑式的作品。

据悉，《紫石街》将于10月23日至25日登陆
北京世纪剧院。 （欣欣）

本报海口6月 9日讯 （记者卫小
林）著名喜剧演员兼导演徐峥的最新影
片《港囧》一直未宣布定档日期，引得他
的“囧”系列影片影迷翘首以待。记者
今天下午从片方光线影业海口站获悉，
《港囧》今天终于正式定档——9月25
日上映，徐峥期待该片利用国庆档期在
票房上赶超当今中国票房第一卖座片
《速度与激情7》。

据介绍，《港囧》片方利用今天是高
考结束的轻松日子，特地宣布《港囧》定
档9月25日上映的。之所以并未加入
暑期档竞争，主要是该片目前还未完成
后期制作，时间上来不及加入暑期档。
但对错过今年暑期档，错过不少学生观
众群，片方表示并不遗憾，因为国庆档
期，这些人群同样有假期观看该片，并
不会影响到该片的票房。

记者了解到，《港囧》一片仍然由徐
峥导演，不同的是，男主演虽然仍有徐峥，

但女主演却换成了赵薇，没想到的是，当
今的赵薇比过去更有影响力，这是因为赵
薇刚刚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殊荣，又
夺得了华鼎奖影后桂冠，说明不管是从专
业评奖方面看，还是从影迷口碑方面看，

她都是影响力渐增的好演员，也是人气上
升的好演员。此外，该片仍然有“囧”系列
片惯有的王宝强和黄渤，只不过这两人并
非主演，而是在片中友情出演。值得一提
的是，香港知名喜剧演员葛民辉和李灿森

也加盟了该片的演出。
在3月30日首场发布会宣布“爆笑

来袭·随时上映”口号之后，《港囧》何时
上映一直没有下文。直到今天下午1时，
光线影业才安排该片导演徐峥首发照

片，随后，女主演赵薇、光线传媒董事长
王长田、光线影业副总裁刘同也相继发
布照片，不过画面上都没有具体上映日
期，只有相同的一句话：“定档日期：这是
密码·你猜”。不过，网友很快就从照片
信息里读出了上映日期：徐峥的照片上
只有两个“囧”字，代表影片《港囧》吧？
赵薇的照片上是红酒，代表9月吧？王长
田照片上只露出二根手指，代表2吧？而
刘同的照片则用左手捂脸，露出5根手
指，代表5吧？那么上映日期就是9月25
日？网友们纷纷揣测着，但还是拿不准。

直到今晚6时，片方光线影业海口
站负责人才正式告诉记者，《港囧》的确
定档于9月25日上映，片方期待借助国
庆档期在票房上发力。而导演徐峥甚
至期望利用国庆档这个票房丰收期，让
该片票房赶上甚至超过好莱坞大片《速
度与激情7》的24.3亿元，争取以国产电
影夺下中国票房第一把交椅。

本报讯 6月9日，由陈国辉导演，
杨颖、倪妮、陈晓、朱亚文联袂主演的爆
笑浪漫喜剧电影《新娘大作战》曝光了
一组“有病”版人物海报，几个人物身患
奇葩病症，“笑”果十足。

在曝光的海报中，杨颖为了抢占婚
期，不惜与闺蜜倪妮开撕，而深度自恋
的倪妮，则摆出了一副“我是女王我怕
谁”的猖獗状。为了博取两位另类“女
神”的欢心，陈晓和朱亚文可谓十八般
武艺轮番上阵，不仅拼颜拼钱，甚至大
秀“萌”功，演绎了一场“巅疯对决”。

据悉，由于婚庆公司的失误，意外
地只预定了一场婚礼，才造成两位闺蜜
之间“誓死”相争的局面。在片中，杨颖
原本是个不懂拒绝的好人症晚期患者，
从小到大都让着倪妮，然而正是这场婚
礼，成了她性格的转折点：“什么都可以
让，唯独婚礼不行，所以婚礼撞期后我
几乎一夜逆袭，从乖乖女变成了彪悍

女，打架什么的都不在话下。”杨颖说。
相比杨颖的惊人转变，倪妮则称自

己的性格“从一而终”：“戏里的我天生
自带女王属性，霸道强势，还常常深陷
在自恋状态不能自拔，对自己的容貌、
身材和智慧都满意得不得了，所以杨颖

跟我宣战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我这么
优秀我会怕你’的猖狂状。”

据悉，该片由博纳影业集团、二十
世纪福斯公司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预
计今年 8月 20日七夕节全国上映。

（欣欣）

《新娘大作战》曝人物海报

杨颖倪妮上演“巅疯对决”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卫小
林）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创立的经典科幻系列片《侏罗纪公园》
的第4部《侏罗纪世界》来了，记者今天
从海南几大院线获悉，该片将于6月
10日起在海南与内地同步公映。

据介绍，《侏罗纪世界》并非斯皮
尔伯格亲自执导，他只担任了影片的
监制，但该片借助最新电脑特技制作
的恐龙形象，比该系列片前三部都更
加逼真和传神，尤其是过去没有的数

字3D立体影像技术，更让该片的恐怖
效果栩栩如生。

记者了解到，《侏罗纪世界》故事
发生在第一部《侏罗纪公园》问世22
年后，当年《侏罗纪公园》里的纳布拉
尔岛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恐龙主题公
园——侏罗纪世界。在游客乘船、驾
车或在透明球里欣赏各种恐龙和优美
景色时，暗藏着的危机——国际基因
科技公司制造的恐龙“混血儿”，搅得
整个侏罗纪世界陷入了重重危机……

星厨今晚上演冲四强
本报讯 6月10日晚，江苏卫视《星厨驾到》

全国五强将集体向四强宝座发起强力冲击。
与以往不同，10日晚的星厨们将升级做师

父，将中国传统美食技巧传授给来自异国他乡的
朋友。“你们嘴上说是帮手，实际上是找他们来捣
乱了吧？《星厨驾到》太狠了！”阿雅率先提出抗议。

星厨们一直都是以学生姿态出现在节目中，
但当他们升级做师父后，将与五位外国友人做出
哪些佳肴？这成了本场节目的最大看点。（欣欣）

经典科幻片《侏罗纪公园》第4部来了

《侏罗纪世界》今天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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