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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业务专长 职  业 职  称 工作状况 常住地

1 于文洲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公务员 公职律师 在职 海口市

2 王  兵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3 王  波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4 王  泽 男 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其他民商事 公务员 非在职 海口市

5 王  娅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借贷、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四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6 王  勇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儋州市

7 王  琦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租赁；借贷、典当；担保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海口市

8 王方宏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海口市

9 王世贤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0 王本强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四级高级法官 退休 儋州市

11 王永雷 男 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2 王光色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3 王厚文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4 王晓平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教学研究 副教授 在职 海口市

15 王朝辉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6 王雁磊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7 王筱慈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8 水木晴美 女 加工、承揽；租赁；技术合同 教学研究 副教授 在职 三亚市

19 毛海梅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公务员 高级工程师 在职 海口市

20 邓  锐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知识产权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21 邓和军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教学研究 副教授 在职 海口市

22 邓振海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23 甘  力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24 甘小翔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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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卢方锦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26 叶英萍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知识产权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海口市

27 叶能强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28 史  利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知识产
权 经济贸易 高级会计师 在职 海口市

29 代  军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货物买卖、
运输 经济贸易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0 邢益就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1 吕邵双 女 建设工程；借贷、典当；保险；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2 朱  林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3 朱绵茂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国际贸易、投资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海口市

34 朱新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5 刘  亮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技术合同 经济贸易 高级工程师 在职
洋浦经济开

发区

36 刘  晰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7 刘吉友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8 刘春生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租赁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39 刘树国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行业协会 在职 三亚市

40 刘彦勋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曾任律师 在职 三亚市

41 刘雅斌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其他民
商事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三亚市

42 齐  虎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货物买
卖、运输 仲裁工作 在职 海口市

43 汤尚濠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44 许彩霞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其他民商事 律师 在职 文昌市

45 许维中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46 孙苏理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知识
产权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乐东县

47 孙建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48 严  励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保
险；担保

公务员 在职 海口市

49 苏  文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公务员 在职 海口市

50 杜  宇 女 建设工程；加工、承揽；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51 杜文忠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保险；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52 李长征 男 建设工程；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 公务员 在职 海口市

53 李取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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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李晶瑜 女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55 李增贤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56 李燕兵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公务员 非在职 海口市

57 肖拥群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58 吴  迪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租赁；跨境清算与重组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59 吴  梅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知识产权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60 吴  慧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61 吴冬梅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技术合
同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62 吴伯斐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技术合
同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63 吴坤卿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64 何世君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65 汪世业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66 张  宏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公务员 公职律师 在职 三亚市

67 张  杰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68 张  琦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技术
合同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69 张申立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琼海市

70 张明安 女 建设工程；借贷、典当；担保；其他民商事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71 张宝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72 张晓东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73 张晓辉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74 陈  东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 公务员 公职律师 在职 海口市

75 陈  勇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76 陈川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典当、拍卖；合伙
、承包、挂靠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77 陈少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三亚市

78 陈少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79 陈文和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加工、承揽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80 陈龙江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货物买卖、运输 教学研究 副教授 在职 海口市

81 陈华君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借贷
、典当；担保 仲裁工作

一级注册消防
工程师

在职 海口市

82 陈国庆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公务员 三级高级法官 非在职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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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陈信雄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84 陈海蓉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85 林  青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86 林  耿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87 林少文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租赁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海口市

88 林宁波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四级高级法官、三

级高级检察官
退休 海口市

89 林道科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三亚市

90 周苍国 男 建设工程；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91 单钧岐 男 建设工程；加工、承揽；其他民商事 公务员 高级工程师 非在职 海口市

92 赵  卫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 公务员 在职 海口市

93 赵丹丹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仲裁工作 在职 海口市

94 赵德承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物业 经济贸易 在职 三亚市

95 胡  振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96 胡宗丽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知识产权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97 柳青阳 男 不动产转让；股权、债权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98 钟楚南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借贷、典
当；保险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海口市

99 段晓云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货物
买卖、运输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00 姜  丹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01 姜志凌 男 借贷、典当；保险；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02 姜建元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公务员 非在职 海口市

103 洪  毅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公务员 公职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04 骆  萍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105 袁  校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其他民商事

公务员 非在职 海口市

106 聂友峰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107 贾  雯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08 徐  快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09 徐建平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110 殷建军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公务员 公职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11 栾和丽 女 不动产转让；租赁；其他民商事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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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高  翔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13 高华阳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114 高春旭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15 高富强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公务员 非在职 海口市

116 唐茂林 男 建设工程；借贷、典当；保险；货物买卖、运输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海口市

117 涂显亚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18 黄  昊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19 黄  亮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委托、
居间、行纪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20 黄文灿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21 黄良盛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22 黄国华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海口市

123 黄思斌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曾任审判员 非在职 海口市

124 黄惠华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25 崔可枫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合伙、承包、挂靠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26 符  天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27 符  强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128 符琼芬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借贷、典
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29 章慧芳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130 梁卫新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三亚市

131 彭真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
、典当；保险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海口市

132 葛云峰 男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其他民商事 公务员 在职 海口市

133 葛荣平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其他民商事

曾任审判员 二级高级法官 退休 海口市

134 董学智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35 韩  颂 男 加工、承揽；租赁；借贷、典当；担保 公务员 公职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36 程晓东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合伙、承包、挂
靠；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37 童永滨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38 童光政 男 知识产权；借贷、典当；担保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海口市

139 游福兴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经济贸易 在职 海口市

140 谢勇杰 男 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律师 在职 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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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谢盛辉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仲裁工作 在职 海口市

142 詹和泉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联营、项目合作开发 律师 在职 陵水县

143 詹晓黔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非在职 海口市

144 窦艳群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知识产权 律师 在职 澄迈县

145 蔡先国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合伙、承包、挂
靠 律师 在职 澄迈县

146 廖  晖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47 廖向琦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租赁；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48 熊稳柱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49 黎  毅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

律师 在职 海口市

150 戴  丹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物业 行业协会 在职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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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卜祥瑞 男 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行业协会 高级经济师 在职 北京市

152 万  欣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加工、承揽；医疗纠纷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53 王书宝 男 建设工程；货物买卖、运输；PPP争端解决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北京市

154 王龙兴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建设工程；借贷、
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55 王甲国 男 建设工程；加工、承揽；货物买卖、运输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北京市

156 王雪华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委托、居
间、行纪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57 尤  勇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北京市

158 左增信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59 叶小青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
、典当；担保

曾任审判员 一级高级法官 退休 北京市

160 史宝山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加工、承揽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北京市

161 吕国平 男 租赁；货物买卖、运输；委托、居间、行纪 经济贸易 在职 北京市

162 仲  相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保险；担保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63 刘克江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涉外投资
并购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64 纪  敏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股权转让；
债权债务转让 曾任审判员 一级高级法官 退休 北京市

165 杜莉红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曾任审判员 四级高级法官 退休 北京市

166 杜焕芳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北京市

167 杜新丽 女 建设工程；租赁；货物买卖、运输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北京市

168 李  凡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曾任审判员 一级高级法官 退休 北京市

169 李  强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知识产权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70 李公田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公务员 高级经济师 非在职 北京市

171 李京平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北京市

172 杨运涛 男 货物买卖、运输；委托、居间、行纪 经济贸易 在职 北京市

173 肖树伟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货物买
卖、运输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74 宋连斌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北京市

175 宋燕妮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

公务员 非在职 北京市

176 张  峥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文化产
业

律师 教授 在职 北京市

177 张  巍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省外地区110名

北京地区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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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张向南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北京市

179 张丽霞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80 陈  波 女 货物买卖、运输；委托、居间、行纪；海事仲裁 仲裁工作 研究员 在职 北京市

181 陈  建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
买卖、运输 仲裁工作 研究员 在职 北京市

182 青  锋 男 国际贸易、投资；其他民商事 公务员 非在职 北京市

183 封映辉 女 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84 姜丽丽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其他民商事 教学研究 在职 北京市

185 姚  红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保险；担保 公务员 非在职 北京市

186 姚俊逸 男 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仲裁工作 副研究员 在职 北京市

187 秦玉秀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北京市

188 袁华之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89 候社中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北京市

190 高警兵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知识产权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91 郭家汉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92 黄  晋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信托、
票据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93 符启林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北京市

194 康  明 男 股权债权转让；加工、承揽；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研究员 在职 北京市

195 康俊亮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行业协会 副研究员 在职 北京市

196 董春江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公务员 非在职 北京市

197 蒋  琪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货物买
卖、运输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198 韩家平 男 借贷、典当；保险；担保；商业保理 经济贸易 在职 北京市

199 强  钧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保险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200 戴智勇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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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王成义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
买卖、运输 教学研究 研究员 在职 深圳市

202 王青松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保
险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03 王绪洲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加工、
承揽 曾任审判员 三级高级法官 退休 深圳市

204 王碧宇 女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加工、承揽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05 王翠完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股权转让；
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06 尹江三 男 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07 卢丽芬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08 付  宏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保险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09 朱谢群 男 知识产权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深圳市

210 刘  峰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

行业协会 在职 深圳市

211 刘伟东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股权
转让；债权债务转让 公务员 在职 深圳市

212 刘胤宏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私募股
权投资及证券、期货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13 刘澄清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14 孙才厚 男 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15 李小陵 男 商业保理；互联网金融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16 李亚轩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
联营 项目合作开发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17 李茁英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知识产权；委托、居间、行
纪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18 杨少彬 男 建设工程；加工、承揽；互联网金融 其他 在职 深圳市

219 肖才元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知识产权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20 肖明富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租赁；股权转让；
债权债务转让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21 吴  波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22 张  闽 男 租赁；借贷、典当；担保；商业保理 经济贸易 在职 广州市

223 陈  涤 男 建设工程；租赁；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 公务员 非在职 深圳市

224 陈旭辉 男 借贷、典当；担保；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25 林重成 男 借贷、典当；担保；互联网金融 经济贸易 在职 广州市

226 孟  海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技术合同；互联网
金融 行业协会 在职 深圳市

227 胡吉科 男 技术合同；知识产权 其他 副研究员 在职 深圳市

228 徐庆法 男 租赁；借贷、典当；保险；担保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广东地区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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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业务专长 职  业 职  称 工作状况 常住地

229 高中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30 郭中亮 男 不动产转让；股权、债权转让；委托、居间、行纪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31 萧文全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加工、承揽；股权
转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32 章  成 男 不动产转让；股权、债权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33 章善斌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委托
、居间、行纪 公务员 在职 深圳市

234 傅  军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知识产权；国际仲裁 律师 在职 广州市

235 鲁威元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商业保
理

经济贸易 在职 深圳市

236 谢湘辉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知识产权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37 詹小彤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38 廖爱敏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知识产权；其他民商事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239 潘  超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公务员 在职 广州市

240 穆银丽 女 建设工程；借贷、典当；保险；担保 律师 在职 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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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业务专长 职  业 职  称 工作状况 常住地

241 杨  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租赁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上海市

242 陈太祥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上海市

243 林思明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商业保理 律师 在职 上海市

244 林燕萍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知识产权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上海市

245 周吉高 男 建设工程；PPP争端解决 律师 在职 上海市

246 蒋  弘 女 海商海事；其他民商事 律师 在职 上海市

序号 姓名 性别 业务专长 职  业 职  称 工作状况 常住地

247 王爱华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加工、承揽；合伙、承包、挂
靠；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嘉兴市

248 王富深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货物买卖、运输 经济贸易 在职 合肥市

249 韦彦婷 女
建设工程；加工、承揽；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
转让 律师 在职 南宁市

250 孝  磊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借贷、典当；担
保；货物买卖、运输 仲裁工作 在职 石家庄市

251 李  宁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在职 昆明市

252 杨丽珍 女 建设工程；借贷、典当；担保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西安市

253 张春新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技术合同 经济贸易 高级经济师 在职 武汉市

254 张曼莉 女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沈阳市

255 陈咏梅 女 国际贸易、投资；其他民商事 教学研究 教授 在职 重庆市

256 陈建国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股权转
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南京市

257 岳爱民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技术合
同 律师 在职 天津市

258 郭如新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
务转让；借贷、典当；担保 律师 在职 太原市

259 董绪公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货物买卖、运输 律师 在职 成都市

260 霍建平 男
加工、承揽；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
转让；债权债务转让 律师 在职 济南市

其他地区14名
（包含浙江、安徽、广西、河北、云南、陕西、湖北、辽宁、重庆、江苏、天津、山西、四川、山东地区）

上海地区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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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业务专长 职务职称 常住地

261 王  佳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知识产权 研究员 香港

262 王鸣峰 男 商法、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 资深大律师 香港

263 王贵国 男 国际经济法 研究院院长 香港

264 王桂埙 男 商业法、证券法、保险法、建筑及建设法、仲裁 仲裁中心主席 香港

265 叶  渌 女
国际投资、基础设施、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境
商事争议

执业律师 香港

266 白  涛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不动产转让；国际贸易
、投资

执业律师 香港

267 刘  京 男 合同法、 公司法、外商投资、仲裁 仲裁高级顾问 香港

268 李连君 男
航运纠纷、国际商事、航运仲
裁、国际贸易

执业律师 香港

269 杨大明 男 国际海事，贸易和商务仲裁 执业律师 香港

270 杨良宜 男 仲裁、海商法、国际贸易法律与实务 全职仲裁员 香港

271 张力行 男 国际贸易法、海商法、国际投资法、公司法 企业高管 香港

272 陈  磊 男 建设工程；不动产转让；买卖、租赁 法学副教授 香港

273 陈三明 男 海上保险、 国际贸易、海事法、海运纠纷 行业协会董事 香港

274 郑若骅 女 建筑工程、仲裁、调解、诉讼 资深大律师 香港

275 袁国强 男
仲裁、涉及政府的商业争议、规管事宜、国际法事
宜

资深大律师 香港

276 顾维遐 女
仲裁与商事纠纷解决、国际私法、内地与香港跨境
法律问题

法学副教授 香港

277 徐  莹 男
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联营、项
目合作开发

执业律师 香港

278 徐奇鹏 男
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
当；担保

执业律师 香港

279 陶  荣 男 仲裁、国际贸易、电子工程、知识产权 行业协会副主席 香港

280 梁伟强 男 公司法、建筑工程纠纷、商业纠纷及海事法 执业律师 香港

281 梁定邦 男 国际经济贸易法 资深大律师 香港

282 鲍其安 女 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事务 ICC仲裁院副主席 香港

283 谭允芝 女 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技术转让、商事 资深大律师 香港

284
Peter Scott Caldwell

（彼得·斯科特·考德威尔）
男 建筑、运输、国际贸易 特许仲裁员 香港

285
ROGERS,James

（詹姆斯·罗杰斯）
男 能源、建筑、科技 执业律师 香港

286
STARR, Paul

（保罗·仕达）
男 争议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运输、合同争议 执业律师 香港

287 冯健埠 男 商事纠纷 执业律师 澳门

288 李业飞 男 不动产转让；买卖、租赁 企业高管 澳门

港澳台地区4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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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业务专长 职务职称 常住地

289 李焕江 男
借贷、典当；担保；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其
他民商事

执业律师 澳门

290 沈云樵 男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不动产转让；其他民商
事

法学副教授 澳门

291 林笑云 女 澳门商法 、债法、物权法 执业律师 澳门

292 赵玉阜 男 海事海商、 涉外纠纷、合同、公司改制 企业总法律顾问 澳门

293 黄显辉 男 公司法、工业产权保护、澳门法 执业律师 澳门

294 赖建国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知识产权 仲裁协会理事长 澳门

295 古嘉谆 男 国际贸易法、建筑工程法、合同法、公司法 执业律师 台湾

296 朱丽容 女 工程、国际贸易、公司、金融、项目融资及投资 执业律师 台湾

297 刘尚志 男
知识产权、信息网络法律、生物科技法律、公共工
程

企业法务主管 台湾

298 苏慧伦 女 知识产权、跨境投资、并购、国际贸易 执业律师 台湾

299 李永然 男 房地产法、建筑法、投资法、知识产权法 执业律师 台湾

300 李念祖 男 国际仲裁、诉讼、跨国投资、调解、公共工程 执业律师 台湾

301 李复甸 男 投资、贸易海商、金融证券、工程纠纷 法学教授、执业律师 台湾

302 李家庆 男 建设项目、外贸争议、知识财产权、反垄断法 执业律师 台湾

303 陈希佳 女 建筑工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并购 执业律师 台湾

304 黄裕凯 男 海商法 、保险、国际私法、海洋法 法学教授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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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性别 业务专长 职务职称 国籍

305 李浩君 男 商务争议；建筑；能源和地产；技术和媒体 独立仲裁员 英国

306 BISHOP, John  （庄本信） 男 运输；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建筑工程 独立仲裁员 英国

307
Christopher Moger

（克里斯托夫·莫格）
男 国际商事仲裁；保险和再保险；过失；一般商事 皇家大律师 英国

308 Clive Aston（克莱夫· 阿斯顿） 男 商业；海事和保险纠纷 协会理事 英国

309
D’AGOSTINO, Justin John Gaetano

(贾斯丁·约翰·盖塔诺·阿戈斯蒂诺)
男 通用商业纠纷；国际法；能源；技术 执业律师 英国

310 David·Hope（霍普勋爵） 男 国际商事仲裁；公司/商业纠纷；建筑工程；能源 皇家大律师 英国

311
HOUGHTON, Anthony
（安东尼·霍顿）

男 建筑；土木工程；商法 执业律师 英国

312
HOWSE, Christopher Guy

（克里斯托夫·盖伊·豪斯）
男 运输；货物贸易；保险 执业律师 英国

313 Ian Gaunt（伊恩·冈特） 男 海事仲裁；造船；海洋工程；租船合同；公司纠纷 独立仲裁员 英国

314 John Beechey（约翰•比奇） 男 国际商事仲裁 ICC仲裁院前主席 英国

315 Juliet Blanch（朱丽叶•布兰奇） 男
能源和基础设施；矿业；海事；投资者国家争议解
决

独立仲裁员 英国

316 KAPLAN, Neil（尼尔·卡普兰） 男 国际商法；合同法；公司法 独立仲裁员 英国

317 LANDAU ,Toby（托比·兰道） 男
公司和破产法；能源和自然资源法；国际贸易；运
输和货物法；运输和海事法；体育法

皇家大律师 英国

318
LEW, Julian D.M.

（朱利安·卢博士）
男 国际仲裁；商法；合同法；知识产权 独立仲裁员 英国

319
Mark Lloyd-Williams

（马克·劳埃德-威廉姆斯）
男 合同法；施工和工程；能源；基础设施 独立仲裁员 英国

320 Neil Kaplan（嘉柏伦） 男 国际商事仲裁 皇家大律师 英国

321
Patrick O'Donovan

（帕特里克·奥多诺万）
男

租船合同；提单；租船合同；船舶建造和融资纠
纷；船舶买卖纠纷；油气纠纷

全职仲裁员 英国

322 VEEDER, V.V.(维·韦德） 男
国际商法；国际贸易与运输；国际商事仲裁；体育
法

皇家律师 英国

323 Yvonne Percival(伊冯·珀西瓦尔) 女 国际贸易法；中国法 企业高级顾问 英国

324 BORN, Gary（加里·博恩） 男 国际仲裁；国际诉讼 执业律师 美国

325 CAO, Cedric（塞德里克·曹） 男 商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 执业律师 美国

326
DONOVAN, Donald Francis

（唐纳德·弗朗西斯·多诺万）
男 国际仲裁；国际诉讼；国际法 执业律师 美国

327 FINDER, Susan（范思深） 女 外商直接投资；基建项目；并购；合同法；证券 法学教授 美国

328 HARPOLE, Sally A.(何蓉) 女 直接投资；并购；技术合同；国际贸易 执业律师 美国

329
NAIMARK, Richard
（理查德·奈马克）

男 公司法；国际仲裁；调解；合资 行业协会高管 美国

330
PARK, William W.
(威廉姆斯·帕克)

男 金融；税收；合资 法学教授 美国

331 Patrick . Norton（潘诺顿） 男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商品销售；投资者国家
争议仲裁

执业律师 美国

332
TSELENTIS, Michael
(迈克尔·特伦蒂斯)

男 商事诉讼和仲裁；合同争议；保险；航运 执业律师 美国

333 曹  伟（Victor W. Tsao) 男 国际贸易；知识产权 执业律师 加拿大

外籍仲裁员8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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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GELINAS, Paul-A.

（保罗·格林纳斯）
男 建筑；能源及自然资源；买卖；并购 独立仲裁员 加拿大

335
POTTER, Pitman B.
（波特·皮特曼）

男 中国法；国际贸易法；投资法；公司法 法学教授 加拿大

336 REYES, Anselmo (芮安牟) 男 建筑；海事和商事争议 法学教授 加拿大

337 陶景洲 男 仲裁；并购；合资；国际贸易 执业律师 法国

338
GAILLARD, Emmanuel
（伊曼纽尔·盖拉德）

男 国际仲裁 法学教授 法国

339
Matthieu de Boisséson

（马蒂厄·德·波斯塞森）
男 国际商事仲裁；国际诉讼；能源；国际贸易投资 独立仲裁员 法国

340
MOURRE, Alexis

（亚历克西斯·默瑞）
男 能源；建筑；投资法；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 ICC仲裁院主席 法国

341
Prof. Dr NAYLA COMAIR-OBEID

（奈拉·科迈尔·欧贝德）
女

伊斯兰地区和中东特许经营法；股东权益；商业代
表；许可；行政法；银行；保险；通讯；建筑；复
杂民事诉讼以及公司和金融

执业律师 法国

342
BERGER, Klaus Peter

（克劳斯·彼得·伯杰）
男 合同；银行及融资；研发；建筑工程 法学教授 德国

343
BOCKSTIEGEL, Karl-Heinz

（卡尔-海因茨·博克斯蒂格尔）
男 国际商法；合同法；公司法；仲裁 独立仲裁员 德国

344 GLATTER，Joachim（光耀恒） 男 贸易法；合同法；公司法；投资法 独立仲裁员 德国

345 ZHAO, Hang（赵杭） 男 基础设施；建筑工程；外商投资；合同 企业高级顾问 德国

346 FRANKE, Ulf（乌尔夫·弗兰克） 男 国际贸易法；合同法；仲裁 SCC名誉主席 瑞典

347
GERNANDT, Johan
（约翰·格尔南特）

男 银行金融法；公司法；合同法；商法 SCC前主席 瑞典

348 MALANCZUK, Peter（马培德） 男 国际贸易法；仲裁 法学教授 荷兰

349
VAN DEN BERG, Albert Jan
（艾伯特·杨·范登伯格）

男 国际仲裁；机场；银行；广播；建筑 执业律师 荷兰

350
KAUFMANN-KOHLER, Gabrielle
（加布里埃尔·考夫曼·科勒）

女 国际商事；投资；体育仲裁；国际私法 执业律师 瑞士

351 VOSER, Nathalie（娜塔莉·沃瑟） 女
商事诉讼；能源；医药和汽车；合同法；侵权法和
国际私法

执业律师 瑞士

352
alessandro benedetti

（亚历山德罗·贝内代蒂）
男 公司法；商法；仲裁；企业并购 执业律师 意大利

353
donato silvano lorusso

（多纳托·西尔瓦诺·洛鲁索）
男 公司法；商法；仲裁；企业并购 执业律师 意大利

354
Niels Schiersing

（尼尔斯·席尔辛）
男 北欧合同法 独立仲裁员 丹麦

355
FAUCHALD, Ole Kristian

（奥勒克里斯蒂安·弗沙尔德）
男 国际环境法；海洋法 法学教授 挪威

356
KHVALEI,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卡瓦莱）
男 建筑法；银行及金融；商法；并购 资深律师 俄罗斯

357
HIERRO, Antonio

（安东尼奥・希罗）
男 国际仲裁；建筑；合同责任；能源 执业律师 西班牙

358 MOSER, Michael（莫石） 男 直接投资；并购；技术许可；国家－投资者争议 独立仲裁员 奥地利

359 Adam Bell (亚当.贝尔) 男 银行及金融；商法；保险；仲裁 皇家大律师 澳大利亚

360 Bruce Collins（布鲁斯·柯林斯） 男 建筑工程；股权及商事纠纷 皇家大律师 澳大利亚

361
DENTON, Gavin Zachary
（加文・扎卡里・丹顿）

男 商业纠纷；贸易纠纷；金融纠纷；船运纠纷 独立仲裁员 澳大利亚

362
Phillip Greenham

（菲利普·格林汉姆）
男 建筑；能源；商业合同；仲裁 独立仲裁员 澳大利亚

363
PRYLES, Michael Charles

（迈克尔・查尔斯・普赖尔）
男 合资；能源；投资；技术争议 独立仲裁员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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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Xiaolin Qiu Clifford(邱小嶙) 女 公司法；商业法；合同法 执业律师 澳大利亚

365 HIROYUKI, Tezuka（铃木弘） 男 公司；证券；知识产权；国际投资 执业律师 日本

366 KAWAMURA, Akira (川村明) 男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企业并购；知识产权 执业律师 日本

367 OHARA,Yoshimi（小原淳见） 女 国际仲裁；合资；投资；技术争议 执业律师 日本

368 KIM, Joongi（金晙基） 男 公司法；造船；并购；代理及分销 法学教授 韩国

369 KIM, Kevin （金凯文） 男 国际仲裁；投资仲裁 执业律师 韩国

370 SHIN, Hi-Taek（申熙泽） 男 国际仲裁；投资仲裁 法学教授 韩国

371 陈行昌 男
建设工程；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借贷；典
当；担保

执业律师 马来西亚

372
DATO’ MAH WENG KWAI

（拿督马永贵）
男 航空；仲裁；商法 执业律师 马来西亚

373 FOONG CHENG YUEN（冯正仁） 男 保险法；仲裁 大法官（退休） 马来西亚

374 YEOH, Friven（杨冠华） 男 国际贸易；公司金融；能源；体育 执业律师 马来西亚

375 林琳 女
股权转让；债权债务转让；国际贸易；投资；公司
金融

仲裁中心顾问 新加坡

376 钟庭辉 男
联营；项目合作开发；不动产转让；股权转让；债
权债务转让

执业律师 新加坡

377 ANG, Yong Tong（洪仰东） 男 仲裁法；合同法；建筑法；合资企业法 企业法律事务主任 新加坡

378 BOO, Lawrence（巫昱成） 男 国际仲裁，调解 企业法务主管 新加坡

379 Christopher, CHUAH （蔡子建） 男 基础设施；建筑工程 执业律师 新加坡

380 HEE, Theng （许廷芳） 男 国际贸易法；合同法；商事法；合资 企业顾问 新加坡

381 HWANG, Michael（黄锡义） 男 诉讼和仲裁 执业律师 新加坡

382 KENG, Chan Hock（曾福庆） 男 商事；公司；建筑 法学教授 新加坡

383 YANG, Ing Loong（杨炎龙） 男
商事；公司；建筑；金融；数字新媒体；能源；医
药

执业律师 新加坡

384 Khan Sereyvuthy（肯.萨里伍斯） 男 国际贸易；项目；合同；船舶 执业律师 柬埔寨

385 Ros Monin（罗斯·莫宁） 男 公司法；仲裁 仲裁中心主席 柬埔寨

386
SENG VUOCH  HUN
（森·沃施·洪）

女 企业法；商业法；银行法；税法 执业律师 柬埔寨

387 Robert Pé（罗伯特·贝） 男
仲裁；调解与谈判；合同及商业；基础设施项目；
并购

独立仲裁员 缅甸

388
KACHWAHA, Sumeet
（苏梅·卡奇瓦哈）

男 国际贸易；项目；合同；船舶 区域仲裁机构副主席 印度 

389
ABDEL RAOUF, Mohamed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乌夫）
男 商业合同；建筑；房地产；投资协议 执业律师 埃及

390
Ben Dominic R Yap

（本·多米尼克·R·雅普）
男 国际商事仲裁 执业律师 菲律宾

391
FAHY, Bernadette

（贝尔纳黛特·法希）
女 国际商事仲裁 执业律师 越南

392 MILLS, Karen（凯伦·米尔斯） 女 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基础建设；保险 执业律师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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