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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公证机构的监督、指导，省厅于年初要求各市司法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司法部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所在地2018年度公证机构执业、公证质量监控、组

织建设、公证机构负责人履行管理职责、公证员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等情况进行了考核。

经复核，省厅确定93家公证机构、411名公证员（见附件）经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公证机构考核合格，现予通

告。监督受理电话：024—31966073。

附件：2018年度全省公证机构 机构负责人 公证员考核合格名单

辽宁省司法厅关于2018年度全省公证机构
机构负责人 公证员考核情况的通告

标有★的公证处、公证员可办理涉外公
证业务。

沈阳市（公证机构15家 公证员74人）
（监督电话：024—22827932）
1.★沈阳市第一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44号
电话：024—22876697
邮编：110002
负责人：郝树韫
公证员（12人）★郝树韫 ★苗淼
★唐友梅 ★张秀荣 ★尚秀杰
★马红梅 ★李萍 ★刘丹
★于薇 ★荣乐 ★徐海兴 刘杰
2.★沈阳市第二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京街 7号东煤地质大
厦7楼
电话：024—22876986
邮编：110013
负责人：王辑安
公证员（14人）★王辑安 ★高荣刚
★李晔 ★谭庆华 ★张莉 ★王宇
★李真 ★顾晓群 ★邱波 ★李兴军
★张国树 ★王海义 ★张力 ★李晓岚
3.★辽宁省沈阳市恒信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乐郊路35号甲5
电话：024—24147058
邮编：110011
负责人：徐立山
公证员（9人）★徐立山 ★林洪军
★刘伟 ★贺鸣 ★谢玉珠 ★杨捷
★王晓烨 ★杨晔 丁爽
4.★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南八中路92号1门
电话：024—25840248
邮编：110021
负责人：刘文（主持工作）
公证员（4 人） ★王继革 ★付丽 ★谷悦
★王琪
5.★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七马路54号
电话：024—23528085
邮编：110005
负责人：齐鹏
公证员（4人）★齐鹏 ★黄旭红 ★高雪松
★张鑫
6.★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金山北路21-8号（城建
地产大厦）2楼
电话：024—86863928
邮编：110031
负责人：张宗辉
公证员（4人）★张宗辉 ★李向军
★温慧 ★李刚
7.★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56号10门
电话：024—88713215
邮编：110042
负责人：刘波
公证员（5人）★刘波 ★高伟 ★师冉
★陈霞 王琪
8.★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富路30号
电话：024—24223957
邮编：110015
负责人：刘艳福
公证员（5人）★刘艳福 ★胡昱
★刘玲 宋丽阳 李晓芳
9.★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黄海路57号601
电话：024—25833754
邮编：110141
负责人：刘永生
公证员（4人）★刘永生 ★徐斌 ★张鹤立
文静
10.★辽宁省沈阳市沈北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央路58号
电话：024—89864047
邮编：110121
负责人：吴宝晨
公证员（2人）★吴宝晨 ★张靖
11.★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公证处
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牡丹街85号12门
电话：024—89138330
邮编：110101
负责人：何家宁
公证员（3人）★何家宁 ★赵欣 何欣
12.★辽宁省新民市公证处
地址：新民市市府路31号
电话：024—87851778
邮编：110300
负责人：任旭
公证员（2人）★任旭 ★刘建
13.★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公证处
地址：辽中区蒲西街道南一路44号
电话：024—87883179
邮编：110200
负责人：兰显政
公证员（2人）★兰显政 ★梁海
14.★辽宁省法库县公证处
地址：法库县边门街12号
电话：024—87105388

邮编：110400
负责人：李忠涛
公证员（2人）★李忠涛 ★张莉
15.★辽宁省康平县公证处
地址：康平县康平镇迎宾路司法局一楼
电话：024—62317716
邮编：110500
负责人：艾丽艳
公证员(2人) ★艾丽艳 ★陈东启
大连市（公证机构11家 公证员70人）
（监督电话：0411—83766672）
1.★大连市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北京街112号
电话：0411—83722552
邮编：116011
负责人：孙静海
公证员（28人）★孙静海 ★王玉波
★柳刚 ★李立军 ★姜春林 ★赵靖
★由晴娜 ★高振涛 ★张艳 ★邵鹏威
★郭丹 ★张怀玉 ★孙玫 ★卢毅
★牟静 ★李宏 ★徐文健 ★顾立霞
★宋清玮 ★薛冰 ★李苏 ★李彭
★衣岩莉 马晓婧 王适之 庄慧敏
李昆谚 贾圆媛
2.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金城街10号
电话：0411—82819019
邮编：116000
负责人：唐辉
公 证 员（4 人）★唐 辉 ★王 兵 ★于 翔
王蕴琦
3.大连市西岗区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黄河路 259 号 3 层 2 号

（北京街综合楼三楼）
电话：0411—83637821
邮编：116011
负责人：仇晓岩
公证员（4人）仇晓岩 张扬 张美艳 王璐
4.大连市沙河口区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成仁街9号银都大厦401
电话：0411—84643389
邮编：116021
负责人：李文岩
公证员（3人）★李文岩 ★于绍文 吴晓新
5.大连市甘井子区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东纬路34号
电话：0411—86647212
邮编：116033
负责人：赵雯
公证员（3人）★张淑莉 ★赵雯 赵辉
6.★大连金普新区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金普新区民主街14号
电话：0411—87824077
邮编：116100
负责人：于杰
公证员（8人）★于杰 ★丁兆喜 ★李春荣
★李萍 ★李琴 ★姜健 ★杨呈昆
★刘贵臣
7.★大连市旅顺口区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旅顺口区和平街37号
电话：0411—86629682
邮编：116041
负责人：考英杰
公证员（3人）★考英杰 ★马丽 ★王咏梅
8.★大连市普兰店区公证处
地址：大连市普兰店区体育路82号
电话：0411—83112108
邮编：116200
负责人：陈维娜
公证员（3人）★陈维娜 ★李金阳 韩晓怡
9.★瓦房店市公证处
地址：瓦房店市西长春路西段185号
电话：0411—85691257
邮编：116300
负责人：王波
公证员（7 人）★王波 ★姜铭 ★刘树东
★张克秀 董大俊 孙金城 杨慧慧
10.★庄河市公证处
地址：庄河市世界大街一段11号
电话：0411—89812876
邮编：116400
负责人：王广义
公证员（6 人）★王广义 ★史振华 孙福茂
★宫胜海 赵月 ★孙淑娟
11.★长海县公证处
地址：长海县大长山岛镇环海路45号
电话：0411—89883592
邮编：116500
负责人：王恒 (主持工作）
公证员（1人）于新文
鞍山市（公证机构6家 公证员22人）
（监督电话：0412—5538706）
1.★鞍山市公证处
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前进路8号
电话：0412—2262202
邮编：114000
负责人：邹晓春
公证员（6 人）★邹晓春 朱文龙 袁铭基
★信璐 ★刘郁红 ★周大鹏
2.鞍山市铁西区公证处
地址：鞍山市铁西区人民路171号
电话：0412—8517602

邮编：114000
负责人：黄玉岑
公证员（3人）黄玉岑 郭熠 姜雪
3.鞍山市立山区公证处
地址：鞍山市立山区阀门小区11号楼
电话：0412—6614135
邮编：114000
负责人：吴树胜
公证员（2人）吴树胜 辛丽君
4.★海城市公证处
地址：海城市环城东路53号
电话：0412—3291729
邮编：114200
负责人：陈忠强
公证员（5 人）陈忠强 ★李恩清 ★尚斌
★王军 冯成玉
5.★台安县公证处
地址：台安县梅园新区
电话：0412—4851403
邮编：114100
负责人：李淮
公证员（3人）★李淮 ★陈志新 王娜
6.★岫岩满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岫岩满族自治县行政服务大厅五楼
电话：0412—7823370
邮编：114300
负责人：张洪宁
公证员（3人）★张洪宁 ★高华 ★高岩
抚顺市（公证机构5家 公证员32人）
（监督电话：024—57760620）
1.★抚顺市公证处
地址：抚顺市顺城区临江路东段5号
电话：024—57503118
邮编：113006
负责人：王旭
公证员（20人）★张强 ★施艳 ★张誉璇
★吴越 ★刘琳 许毳毳 ★杨军
★赵淑艳 ★何丽莹 ★宗萍 ★王雁霞
★孙兆贵 ★王兵 ★谭启民 ★吕英
★艾丽红 ★王玉松 黄立武 ★丁沙
★贾翔
2.★抚顺县公证处
地址：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东段11－1号
电话：024—57651169
邮编：113006
负责人：王兴安
公证员（2人）★王兴安 金应实
3.★清原满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南干线55号
电话：024—53022629
邮编：113300
负责人：叶生
公证员（1人）★叶生
4.★新宾满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青年路25号
电话：024—55022037
邮编：113200
负责人：王宗晔
公证员（4 人）王宗晔 ★姬秀婷 ★郭哲
★梅建
5.★抚顺市法信公证处
地址：抚顺市李石开发区国际鑫城 B 区 1 号
楼M2
电话：024—56628129
邮编：113000
负责人：卜欣
公证员（5人）★卜欣 ★王铁民 ★王武忠
★沈鑫 ★郑柏林
本溪市（公证机构7家 公证员20人）
（监督电话：024—43665860）
1.★辽宁省本溪市山城公证处
地址：本溪市平山区曙光路崔东街1号
电话：024—43665901
邮编：117000
负责人：任传富
公证员（9人）★任传富 ★田禾丰 ★尹蕊
★代映辉 ★王贺 ★陈扬 ★于喜民
★金常俊 丁艺军
2.辽宁省本溪市信合公证处
地址：本溪市平山区胜利路30栋
电话：024—42883156
邮编：117000
负责人：王颖（主持工作）
公证员（2人）陆忠民 赵晓平
3.辽宁省本溪市晟信公证处
地址：本溪市明山区解放北路102号
电话：024—43853771
邮编：117000
负责人：董辉
公证员（2人）董辉 何书文
4.辽宁省本溪市正大公证处
地址：本溪市溪湖区站前街
电话：024—43133226
邮编：117000
负责人：王建邦（主持工作）
公证员 (2人)何秀丽 何平
5.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公证处
地址：本溪市南芬区中心路145号
电话：024—43833787
邮编：117014
负责人：郭丹
公证员（1人）王俊茹

6.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本溪满族自治县观音阁中心街 151号

（本溪满族自治县总工会楼下）
电话：024—46822084
邮编：117100
负责人：霍福海
公证员（2人）★霍福海 朱明松
7.★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桓仁镇黄河大街105栋2号
电话：024—48833143
邮编：117200
负责人：龙吉成
公证员（2人）★龙吉成 战晓琪
丹东市（公证机构4家 公证员23人）
（监督电话：0415—2212720）
1.★辽宁省丹东市辽东公证处
地址：丹东市振兴区兴七路3—4号
电话：0415—3140368
邮编：118000
负责人：牟文志
公证员（13人）★张勇 孙敏 ★高冰
★李依莲 ★刘玉峰 ★吴国楠 ★吴瑶军
★刘溢洋 连世顺 王德福 ★单晶
★刘康 ★刘孟雨
2.★辽宁省东港市公证处
地址：东港市新兴管理区军功街11号
电话：0415—7123586
邮编：118300
负责人：孙明霞
公证员（3人）★孙明霞 ★董国强 ★李玉林
3.★辽宁省凤城市公证处
地址：凤城市凤凰城区邓铁梅路17号
电话：0415—8150252
邮编：118100
负责人：杜伟
公证员（4人）★杜伟 ★郑伟华 马志 关鹤
4.★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宽甸满族自治县婆娑府街二号
电话：0415—5123818
邮编：118200
负责人：孙岵岳
公证员（3人）★孙岵岳 ★孙大伟 徐敏
锦州市（公证机构5家 公证员16人）
（监督电话：0416—2168127）
1.★锦州市公证处
地址：锦州市凌河区胜河里150号
电话：0416—2110647
邮编：121000
负责人：孟珊
公证员（5人）孟珊 ★张彦平 ★梁丰
★王军 ★赵岗
2.★凌海市公证处
地址：凌海市国庆路 31号
电话：0416—9138766
邮编：121200
负责人：李昕
公证员（3人）★吕艳茹 ★李春林 ★李辉
3.★北镇市公证处
地址：北镇市新区司法局办公楼
电话：0416—6622765
邮编：121300
负责人：高英明
公证员（2人）★高英明 ★李辉
4.★黑山县公证处
地址：黑山县庞河新区政府西楼办房产大厅
电话：0416—5523396
邮编：121400
负责人：李英健
公证员（4 人） ★李英健 ★王秀云 李晓苏
★蔡天煦
5.★义县公证处
地址：义县朱瑞路五大局综合楼六楼
电话：0416—7732431
邮编：121100
负责人：牟浩（主持工作）
公证员（2人）★毕新艳 李秀芝
营口市（公证机构4家 公证员17人）
（监督电话：0417—6656029）
1.★营口市公证处
地址：营口市站前区金牛山大街西11号
电话：0417—2990885
邮编：115000
负责人：曹利民
公证员（8 人）★曹利民 ★赵德吉 ★汤波
★吕爱军 ★马营 ★于楠 ★缪兰兰
★张达
2.★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公证处
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市民服务中心739
电话：0417—6251119
邮编：115007
负责人：段平
公证员（4人）★段平 马娟 ★王海英
冷冰清
3.★大石桥市公证处
地址：大石桥市金地佳园（工农路北）
电话：0417—5612270
邮编：115100
负责人：孙明彤
公证员（3人）★王景泓 李岩 ★栾兰
4.★盖州市公证处
地址：盖州市西城办事处长征社区华阳花园
8号住宅楼附属楼1-2层

电话：0417—7870855
邮编：115200
负责人：臧立新
公证员（2人）★臧立新 ★张军
阜新市（公证机构4家 公证员12人）
（监督电话：0418-2915611）
1.★阜新市公证处
地址：阜新市细河区育新路9号
电话：0418—2926886
邮编：123000
负责人：赖桂秋
公证员（5人）★赖桂秋 ★刘凤东 ★张玉华
张琪 于永华
2.阜新市海州区公证处
地址：阜新市海州区益民街2号
电话：0418—6688086
邮编：123000
负责人：郑丽杰（临时）
公证员（2人）郑丽杰 李迎秋
3.★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证处
地址：阜蒙县南环路18号
电话：0418—8829095
邮编：123100
负责人：林德权
公证员（2人）★林德权 ★李飞
4.★彰武县公证处
地址：彰武县彰武镇人民大街19号
电话：0418—6904009
邮编：123200
负责人：刘子房
公证员（3人）★刘子房 ★海玉轩 ★成晓爽
辽阳市（公证机构7家 公证员26人）
（监督电话：0419—4122061）
1.★辽阳市公证处
地址：辽阳市青年大街6l号
电话：0419—4120755
邮编：111000
负责人：曹兴林
公证员（11人）★曹兴林 ★闫学峰
★朱静 ★傅博 ★徐婷 ★魏博
郭佳毅 李巧梅 刘申 史春贵 李志楠
2.辽阳市太子河区公证处
地址：辽阳市文圣路173号
电话：0419—2902290
邮编：111000
负责人：高辉
公证员（2人）高辉 黄玉静
3.辽阳市宏伟区公证处
地址：辽阳市宏伟区公共服务大厅
电话：0419—5177552
邮编：111003
负责人：吴晓军
公证员（3人）吴晓军 康晓丹 刘洪娟
4.辽阳市白塔区公证处
地址：辽阳市解放路80号白塔区市民服务中心
电话：0419—2142009
邮编：111000
负责人：王玉
公证员（3人）王玉 苏明 孙岩
5.辽阳市弓长岭区公证处
地址：辽阳市弓长岭区公共行政服务中心
电话：0419—5809622
邮编：111008
负责人：刘宏
公证员（2人）刘宏 肖荣德
6.★辽阳县公证处
地址：辽阳县公共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电话：0419—7978833
邮编：111200
负责人：王丽
公证员（2人）★王丽 ★周兵
7.★辽宁省灯塔市公证处
地址：灯塔市市民服务中心一楼
电话：0419—8183602
邮编：111300
负责人：宋旭辉
公证员（3人）★宋旭辉 ★王进彦
陈国栋
铁岭市（公证机构8家 公证员24人）
（监督电话：024—72683366）
1.★铁岭市公证处
地址：铁岭市新城区鑫博苑小区10号
电话：024—72234797
邮编：112000
负责人：孙旭
公证员（6人） 孙旭 金骧 ★李英
★左石 ★高灵 ★郑宇
2.铁岭市银州区公证处
地址：铁岭市银州区文化街19号
电话：024—72810160
邮编：112000
负责人：刘英明
公证员（2人）郭东风 刘英明
3.铁岭市清河区公证处
地址：铁岭市清河区红旗街
电话：024—72180055
邮编：112003
负责人：李绍辉
公证员（2人）李绍辉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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