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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省 律 师 协 会
赣律协秘字〔2021〕90 号

关于授予律师光荣执业三十周年
纪念荣誉的决定

各设区市律师协会、各律师事务所：

自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全省律师行业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律师工作法律

法规和行业规范，律师事业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开拓创新，律师队

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壮大。广大律师特别是从事律师工

作 30 年以上的资深律师，切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

者职责使命，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

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服务法治江西、

平安江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2 年来，他们作为我省律师事业的铺路石、开拓者和见证

人，为社会经济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我省律师制度改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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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律师事业发展进行了探索，见证了我省律师事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一步步融入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的辉煌历程。

42 年风雨历程，他们走在为改革发展服务的第一线，不仅

是历次司法改革的践行者，也是为法治进步贡献青春年华、付出

心血智慧的先驱者，为发展壮大我省律师队伍、完善律师管理体

制、彰显律师职能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

为褒扬这些资深律师的工作业绩，弘扬他们艰苦奋斗的创业

精神和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江西省律师协会决定分别授予刘化

时等 10 名同志律师光荣执业四十周年纪念荣誉，熊火根等 288

名同志律师光荣执业三十周年纪念荣誉。

希望获得纪念荣誉的律师不忘初心，再接再厉，继续发扬艰

苦创业、爱岗敬业的精神，在律师事业的改革发展中发挥好引领

示范作用。希望全省广大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要以他们为榜

样，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奉献精神，学习他

们热爱律师事业、遵守职业操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们钻研业务

知识、争创一流业绩的进取精神，坚持人民至上，胸怀“国之大

者”，做与党同心同德的人民律师；坚持依法诚信执业，维护法

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以“作示范、勇争先”的昂扬斗志，开拓进取、勇

毅前行，为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夺取全面建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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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

力量。

附件：荣获纪念荣誉律师名单

江西省律师协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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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荣获纪念荣誉律师名单

一、光荣执业四十周年律师名单

南昌

刘化时 江西创源律师事务所

杨鹤楼 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

刘明和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魏友援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张婵娟 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

汤忠赞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上饶

陈德良 江西青之蓝律师事务所

楼一鸣 江西童少华律师事务所

周 伟 江西湖城律师事务所

赣州

刘上庚 江西明理（龙南）律师事务所

二、光荣执业三十周年律师名单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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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火根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周兴武 江西红阳光律师事务所

张 工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何大年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苑德闽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邬建平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张 辉 江西赣江律师事务所

樊哲群 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

宗人华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谭淦良 江西创源律师事务所

裘 军 江西赣捷律师事务所

邓宜芳 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

林 远 江西友民律师事务所

阮子龙 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

毕涵海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邓国良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张茂林 江西赣捷律师事务所

熊朗秋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梁予庆 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

成 回 江西竞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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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卿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欧阳泉文 江西阳明阳律师事务所

张赞宁 江西华罡律师事务所

吴书博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陈礼生 江西明传律师事务所

魏金荣 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

曾裔南 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

吴建东 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

万建雄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魏治林 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

刘和平 江西畴略律师事务所

熊 坚 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

张保平 江西心远律师事务所

胡 武 江西浩成律师事务所

王克涛 江西国商律师事务所

王兆昌 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

范建新 江西阳明阳律师事务所

赵南原 江西阳明阳律师事务所

杨章福 江西创源律师事务所

吴 刚 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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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华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罗 健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丁联勇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闵 蓉 江西中慧律师事务所

陈小平 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

罗爱平 江西博一律师事务所

樊红林 江西林涛律师事务所

李炎钦 江西博太律师事务所

胡晓辉 江西赣江律师事务所

龙承先 江西畴略律师事务所

李定禄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施明报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韩立民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曾永刚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吴 豪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李啟发 江西启东律师事务所

付庸平 江西颖达律师事务所

徐卫东 江西赣翔律师事务所

熊延生 江西赣联律师事务所

盛幼冬 江西中慧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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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民 江西联创律师事务所

刘焕宇 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

秦贵明 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

罗桂生 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

喻国强 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

王立民 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

万必闻 江西阳中阳律师事务所

姚志洪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熊 敏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杜 松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夏子云 江西经炜律师事务所

李云龙 江西云龙律师事务所

万筱安 江西方正律师事务所

朱 琦 广东华商（南昌）律师事务所

江力文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王共华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朱庆海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姜建明 江西明传律师事务所

王新华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李 浪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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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洪波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徐硕友 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

谭 勇 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

熊光全 北京德恒（南昌）律师事务所

张 戈 江西镜衡律师事务所

陈爱民 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

曹建国 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

史红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周太伦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陈炳星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刘锡秋 江西刘锡秋律师事务所

徐志洪 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

肖志和 江西创源律师事务所

任桂平 江西华赣律师事务所

俞香明 江西司达律师事务所

程绍琦 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

王文达 江西名大律师事务所

魏新会 江西皆诚律师事务所

詹洪水 江西瀛洪仁律师事务所

刘文武 江西中律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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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章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车国华 广东华商（南昌）律师事务所

成新生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杜红民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方世扬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陈高明 江西红阳光律师事务所

汪金平 江西红阳光律师事务所

方益年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陈建国 江西赣兴律师事务所

黄彩甜 江西博一律师事务所

九江

冷克林 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

汤艾茹 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

于耀清 江西开河律师事务所

胡文欣 江西挚诚律师事务所

曹玉庆 江西准星律师事务所

舒为民 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

蒋干生 江西浔阳律师事务所

胡木生 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

付菊梅 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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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烈 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

钱 钧 江西挚诚律师事务所

景德镇

王德发 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

汪立夫 江西秦风（乐平）律师事务所

杜传杰 江西千瓷律师事务所

陈天助 江西华镇律师事务所

郭卫平 江西华镇律师事务所

陈胜华 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

江清汉 江西景扬律师事务所

黄经明 江西瀛畅律师事务所

米玉丰 江西太阳岛律师事务所

余林媚 江西景德律师事务所

万山红 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

江香英 江西景之元律师事务所

吴志华 江西华镇律师事务所

罗之煌 江西远瀚律师事务所

万小荣 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

戴吉里 江西华镇律师事务所

章临曙 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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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根田 江西瓷都诚公律师事务所

萍乡

单建明 北京雍文（萍乡）律师事务所

杨永新 江西金鳌律师事务所

刘序体 江西广予律师事务所

段国祥 江西赣西律师事务所

廖景春 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

胡洪琪 江西君维律师事务所

赖开文 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

新余

李 忠 江西鑫淼犇律师事务所

刘栩雅 江西袁河律师事务所

黎 平 江西振萍律师事务所

刘少英 江西钤阳律师事务所

傅灵云 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

潘秀鸿 江西弘杰律师事务所

邹文节 江西钤阳律师事务所

傅小平 江西浩坤律师事务所

易学宁 江西钤阳律师事务所

黄春岗 江西三江合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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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平 江西袁河律师事务所

何勤文 江西浩坤律师事务所

刘绍忠 江西鑫淼犇律师事务所

姚 建 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

邹剑峰 江西仙女湖律师事务所

刘刚平 江西浩坤律师事务所

邓晨美 江西渝州律师事务所

鹰潭

程新太 江西华星律师事务所

郑华萍 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

付国荣 江西展宏律师事务所

朱榕斌 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

许李舜 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

郑禄叶 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

赣州

熊清平 会昌县法律援助中心

林维民 江西正制律师事务所

王 鹏 江西理公律师事务所

吴远奎 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

廖裕平 江西剑绅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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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勤 江西明理（龙南）律师事务所

何依群 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

王继健 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

孔令明 江西保全律师事务所

尼玉峰 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

胡敦麟 江西一泓律师事务所

廖泽方 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

郭莲辉 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

黄 佩 江西正制律师事务所

肖剑鸣 江西江崇律师事务所

刘美荣 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

刘克俊 江西洪都律师事务所

廖金林 江西同圆律师事务所

丁学海 江西创兴律师事务

黄 益 江西宋城律师事务所

张国胜 江西灵韵律师事务所

杨 格 江西洪都律师事务所

曾凡珍 江西文峰律师事务所

谢基治 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

李 辉 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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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宝 江西玉成律师事务所

邱国梁 江西全丰律师事务所

刘建林 江西洪都律师事务所

邱友邻 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

陈兰辉 江西君实律师事务所

宜春

叶智光 江西天使律师事务所

李松林 江西阳宇律师事务所

林兰修 江西正子和律师事务所

卢全豪 江西正子和律师事务所

胡国强 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

许建国 江西智泉律师事务所

陈香淼 江西智泉律师事务所

段金生 江西章邦律师事务所

彭 征 江西爱心律师事务所

彭顺生 江西爱心律师事务所

童辉义 江西瑞州律师事务所

袁 军 江西爱心律师事务所

李永洪 江西康乐律师事务所

梁 刚 江西刚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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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裕泉 江西爱心律师事务所

余德洪 江西同茂律师事务所

上饶

叶林光 江西三清律师事务所

连立凭 江西立凭律师事务所

陈文生 江西正听律师事务所

周跃平 江西凡宇律师所事务所

宁筱云 江西赣鄱律师事务所

王启国 江西洪胜律师事务所

饶玉香 江西赣都律师事务所

蔡清平 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

童少华 江西童少华律师事务所

占瑞君 江西乐安律师事务所

刘克猛 江西赣鄱律师事务所

李智勇 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

罗贤良 江西东方红律师事务所

吴仕喜 江西赣都律师事务所

彭皖南 江西正听律师事务所

杨育文 江西正听律师事务所

李晓兰 江西蓝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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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月 江西红源律师事务所

朱玉爱 江西敦旷律师事务所

余正定 鄱阳县法律顾问处

迟 非 江西盛义律师事务所

付光文 江西金纶律师所事务所

王界和 江西青之蓝律师事务所

王金平 江西青之蓝律师事务所

吴德君 江西赣东北律师事务所

徐元珠 江西赣东北律师事务所

高世荣 江西时空律师事务所

张 颖 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

赵建敏 江西帝经律师事务所

寿益品 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

郭帮红 江西东方红律师事务所

吴沈军 江西鹅湖律师事务所

程稳元 江西赣鄱律师事务所

陈国柱 江西红源律师事务所

李剑平 江西洪胜律师事务所

李义耀 江西义耀律师事务所

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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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光伟 江西同和律师事务所

陈健庚 江西钧略律师事务所

何 强 江西钧略律师事务所

徐必胜 江西瀛文律师事务所

熊最之 江西向群律师事务所

曾自金 江西律星律师事务所

文东亮 江西律星律师事务所

黄绪银 江西律星律师事务所

邓桂凤 江西律星律师事务所

熊 彪 江西律星律师事务所

尹志明 江西明略律师事务所

尹祖华 江西同和律师事务所

左仲然 江西同和律师事务所

谢水云 江西祥昀律师事务所

肖成劲 江西共创律师事务所

张 越 江西井冈律师事务所

李书明 江西井冈律师事务所

宫焕超 江西赣中（吉安县）律师事务所

胡 斌 江西赣中律师事务所

康鹤鹏 江西派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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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堂武 江西荟萃律师事务所

抚州

高学玮 江西丰茂律师事务所

宋礼长 江西维尔正律师事务所

田立元 江西正石律师事务所

饶贵芳 江西正石律师事务所

于德辉 江西抚仁律师事务所

于永林 江西论研律师事务所

饶赤明 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

杨筱云 江西三松律师事务所

杨 斌 江西赣东律师事务所

周文明 江西赣东律师事务所

邓卫民 江西赣鼎律师事务所

聂全龙 江西崇高律师事务所

徐高田 江西黄洲桥律师事务所

刘江平 江西平诚律师事务所

孔小兵 江西小兵律师事务所

毛群凡 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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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司法厅办公室、人事警务处、律师工作处、机关党委；

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监事。

江西省律师协会秘书处 2021年12月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