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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和全国优秀律师的决定

司发通〔2021〕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律师事务

所和广大律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投身全面依

法治国实践，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保障

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

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为表

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国律师事务所

和广大律师在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

立业，司法部决定，授予北京市君合律师

事务所等130家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

师事务所”称号，授予马兰等289名律师

“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这次受到表彰的优秀律师事务所

和优秀律师，是全国律师行业的优秀

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体现了我

国律师对党忠诚、坚守法治的政治本

色，鲜明昭示了律师队伍不忘初心、执

业为民的宗旨意识，生动彰显了广大

律师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广大律师要以受表彰的优秀律师为榜

样，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拥

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始终与党

同心同向，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践行为

民宗旨，永葆为民情怀，用心用情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以专业优质

的法律服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法治需

求；统筹“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

者”，在奋进新征程中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业绩；模范遵守宪法法律，

依法依规诚信执业，做到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展示新时代律师队伍的良

好形象。全国律师事务所要向受表彰

的优秀律师事务所学习，旗帜鲜明坚

持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管理制度，

履行社会责任，推动我国律师事业高

质量发展。希望受到表彰的律师和律

师事务所珍惜荣誉、发扬成绩，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努力为律师事业发展再

立新功，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成功实现，正向着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呼唤

新气象新作为。全国律师事务所和广

大律师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

强化责任担当，提高能力素质，发扬优

良作风，满腔热忱投入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司法部  

2021年9月24日  

北京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

天津

天津建嘉律师事务所

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

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

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

河北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

河北燕赵众诚律师事务所

河北得法律师事务所

河北紫微星律师事务所

山西

国浩律师（太原）事务所

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

山西晋信律师事务所

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

内蒙古

经世律师事务所

内蒙古东日律师事务所

内蒙古鄂尔多斯律师事务所

辽宁

辽宁观策律师事务所

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

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

吉林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黑龙江

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

黑龙江远东律师集团事务所

黑龙江新时达律师事务所

黑龙江立江律师事务所

上海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江苏

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

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

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

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江苏群汇知缘律师事务所

江苏瀛尚律师事务所

浙江

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

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

浙江杰正律师事务所

安徽

安徽鑫光律师事务所

安徽蓝邦律师事务所

安徽铜鼎律师事务所

福建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

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

江西

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

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

山东

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

山东青大泽汇律师事务所

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

山东三和德通律师事务所

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

山东鲁成律师事务所

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

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

河南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河南中原法汇律师事务所

河南君志合律师事务所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河南点石律师事务所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湖北

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

湖北齐安律师事务所

湖南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

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

湖南金厚律师事务所

湖南天戈律师事务所

广东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

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

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

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

广东百勤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

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

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

广东浈阳律师事务所

广东冠法律师事务所

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

广西

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

广西谦行律师事务所

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

重庆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

重庆中世律师事务所

重庆奎龙律师事务所

四川

四川善嘉律师事务所

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

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

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

四川欣锐律师事务所

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

贵州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

贵州圣伦达律师事务所

贵州乾锦律师事务所

云南

云南微行律师事务所

云南精益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上海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

西藏

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

陕西

陕西云德律师事务所

陕西宝伦律师事务所

陕西恒典律师事务所

甘肃

甘肃诚域律师事务所

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

青海

青海河湟律师事务所

宁夏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

新疆

新疆北方律师事务所

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

兵团

新疆瑞合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130家）

北京

马 兰（女） 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

马江涛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丁 琛   北京市高界律师事务所

吕立秋（女）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

      务所

刘云雷    北京法政安邦律师事

      务所

刘晓明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余 尘   北京市合达律师事务所

张 冰（女） 北京科宇律师事务所

张  伟（女）  北京雷杰 展 达 律师事

      务所

张 祎   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

      务所

李学辉   北京桦天律师事务所

李超峰   北京汇祥律师事务所

宋振山   北京市京广律师事务所

孟丽娜（女）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欧阳继华  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

杨 琳（女）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徐建军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高警兵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

      务所

梁 强   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

黄乐平   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

韩 雪（女） 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

谢国旺   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

廖鸿程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

天津

于娟娟（女）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

      事务所

张泽军   北京中咨（天津）律师事

      务所

肖 剑   天津大有律师事务所

贾存红（女） 天津良存律师事务所

梁 爽（女）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河北

白加宁   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

孙江波   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

刘宇新（女） 河北世纪方 舟 律 师 事

      务所

任志宏   河北厚霖律师事务所

张永泽   北京市信利（石家庄）律

      师事务所

张唤民   河北唤民律师事务所

张继新   河北蓝天联合律师事

      务所

杨常青   河北瀛上嘉律师事务所

高广清    河北渤海明达律师事

      务所

袁立军   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

曹 强   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

山西

王恩惠   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

      务所

沈学钊   山西儒风律师事务所

张琴思（女） 山西申慧芳律师事务所

郎满红   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

内蒙古

于东立   内蒙古天骄律师事务所

王冠军   内蒙古理想律师事务所

石 峰   内蒙古天晟律师事务所

庄瑞彪   北京盈科（呼和浩特）律

      师事务所

苏治平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律师）

曹克斌   内蒙古科斌律师事务所

辽宁

于 泳   辽宁仁正律师事务所

于振森   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

陈文卿   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

李龙昌   辽宁红枫律师事务所

孟雪峰   辽宁戎达律师事务所

赵强久   辽宁兴连律师事务所

曹远军   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

楚艳秋（女） 辽宁楚河律师事务所

薛 萍（女） 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

      务所

吉林

于耀武   北京大成（吉林）律师事

      务所

王 岚（女） 吉林泉成律师事务所

王晓初   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

王晓辉（女） 吉林王晓辉律师事务所

黑龙江

王红梅（女） 黑龙江德论律师事务所

牟 驰   北京德和衡（哈尔滨）律

      师事务所

宋印实   黑龙江义胜律师事务所

李亚兰（女） 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

上海

厉 明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江 净   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

许海霞（女） 上海瑾之润申达律师事

      务所

陈 峰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

      务所

李宪英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

杨 军（女）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邹甫文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邵春阳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

季 诺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林东品    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

      务所

周知明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

      师事务所

郑震捷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

俞卫锋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倪 伟    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

徐培龙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曹志龙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管建军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潘书鸿   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

江苏

尤志明   江苏宗申律师事务所

王小清   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

朱联海   江苏江豪海信律师事

      务所

宋政平   江苏云崖律师事务所

沈永明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

      务所

李浩江    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

      务所

张 杰   江苏钟山明镜（苏州）律

      师事务所

时洪生   北京盈科（淮安）律师事

      务所

杨海燕（女）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

      事务所

杨钧辉   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

胡 玖   江苏宿兴律师事务所

姜军荣   江苏汇建律师事务所

高海洋   江苏和济律师事务所

徐而迅（女） 江苏迅安律师事务所

袁 孟   江苏智临律师事务所

贾政和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

郝秀凤（女） 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

      事务所

韩 旗   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

薛济民   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

浙江

王灵平（女） 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

朱 虹   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

刘 恩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沈海强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陈荣伟   浙江游龙律师事务所

邹 峻   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

      师事务所

杨小峰   浙江民晖律师事务所

杨康乐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

姚武强   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

徐立华   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

      务所

徐建民   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

黄立科   浙江振源律师事务所

崔海燕（女）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安徽

刘金山   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

孙素明（女） 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

任清华   安徽镜远律师事务所

花 君   安徽宇浩律师事务所

李 健   安徽健友律师事务所

张芳春（女） 安徽乐行律师事务所

夏建军   安徽敬亭山律师事务所

黄光云   安徽广运律师事务所

福建

王 哲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

      务所

汤瑞昌   福建武夷律师事务所

陈少海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陈 昱    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

杜国长   福建天衡联合（龙岩）律

      师事务所

林 建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徐 军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

      事务所

蔡雨安   福建聚华律师事务所

江西

毛巧云（女） 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

冯 帆（女）   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许龙江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郭爱兵   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

廖泽方   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

山东

王 宇   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

      事务所

王卫东   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

马长生   山东众成清泰（东营）律

      师事务所

朱士刚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刘学信   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

宋国华   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

      事务所

张行进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张克山   北京尚公（烟台）律师

      事务所

张星卫   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

张雅维   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

陈衡芝（女） 山东普瑞德律师事务所

李连祥   山东国曜琴岛律师事

      务所

高良臣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贾 涛   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

郝纪勇   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

阚吉峰   山东求新律师事务所

河南

王瑞安   河南金杞律师事务所

田华钢   河南金谋律师事务所

田宏仓   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

刘 翔   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

何红艺（女） 北京观韬中茂（ 郑州）

      律师事务所

张国强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

张金凤（女） 上海海华永泰（ 郑州）

      律师事务所

苏华伟   河南沐天律师事务所

李京华   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

莫琳辉   河南形象律师事务所

秦超贤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葛建平   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

殷保明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湖北

马建国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律师）

邓 凡   湖北博观律师事务所

许圣国   湖北思捷律师事务所

严奉祥   湖北雄视律师事务所

周 成   湖北周成律师事务所

郑进东   湖北锡爱律师事务所

胡迎法   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

胡典勋   湖北无为律师事务所

胡燕早（女） 湖北 得伟君尚律 师 事

      务所

姜学文   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

谢文敏（女）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

湖南

马 峻   湖南三湘律师事务所

文永康   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

兰力波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

任育平       岳阳市司法局（公职律师）

陈宏义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

陈革平    湖南通达恒信律师事

      务所

张自国   湖南道宽律师事务所

扶良胜   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

徐 健   湖南天声律师事务所

曹丽霞（女） 湖南华 夏 方 圆 律师事

      务所

蒋运灯   湖南方廉律师事务所

广东

王晓华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叶 纬   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

纪建斌   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

李军强   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

李 峰   广东鸿峰律师事务所

李道君   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

李清平（女） 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

辛先霞（女） 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

严伟良   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

苏祖耀    广东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

陈作科    北京大成（ 广州）律师

      事务所

陈建华   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

张 弢   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

张 斌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

张文辉   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

张展源   广东从信律师事务所

杨择郡   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

胡宁可（女）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

茹敬艺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贵 铸   广东德城律师事务所

聂卫国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唐健锋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

      务所

傅德辉   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

程禹斌   广东保衡律师事务所

曾学智   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

曾常青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蔡 翀   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

蔡俊敏（女） 广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

      （公职律师）

滕海迪（女）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

      事务所

广西

许邕桂   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

李家庆   广西桂金剑律师事务所

凌 斌   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

黄伟旗   广西中名律师事务所

谢宗宝   广西启迪律师事务所

蓝 斌   广西法顺律师事务所

熊 彬   广西汇力律师事务所

海南

王军卫   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

张晓辉   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

重庆

龙云辉   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

江 勤（女）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

孙远强   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

宋卫东   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

肖志军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

陈鹏炜   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

蒋 夏   重庆中钦国彦律师事务所

四川

王坤林   北京环球（ 成都）律师

      事务所

冯 林   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

刘晓东   四川攀法律师事务所

宋文斌   四川竹都律师事务所

汪 飞   中豪律师集团（ 四川）

      事务所

陈 军   北京通商（成都）律师

      事务所

苏 杨   四川原则律师事务所

李群河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罗伟军   四川明炬（ 凉山）律师

      事务所

罗 毅   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

赵 勇   四川辞鉴律师事务所

郭龙伟   北京中银（成都）律师

      事务所

高金林   四川瑞则信律师事务所

黄明华   四川运逵律师事务所

颜 波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

贵州

连 刚   贵州权衡律师事务所

李学芬（女） 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

李 军   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

吴启刚   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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