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一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培训班（线上培训） 合格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艾星星 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
安倩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昂海 上海元照律师事务所
白春慧 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白瑞娟 上海达贤律师事务所
宝淇 北京中凯（上海）律师事务所
鲍新则 上海荣之杰律师事务所
毕海钰 上海百战律师事务所
蔡力仁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蔡莲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
蔡梦悦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蔡绮雯 上海申欧律师事务所
蔡文苑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蔡云鹏 上海芮德渱齐律师事务所
蔡云轩 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
蔡祝庆 上海瀛佳君鼎律师事务所
蔡卓伦 上海凯欣律师事务所
曹柏鹏 上海典韵律师事务所
曹旦 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曹凡旸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曹嘉扬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
曹路文 上海市弘安律师事务所
曹淑颍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曹燕燕 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
曹伊敏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曾莞佳 上海济昀律师事务所
查扣宏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柴安琪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柴宇君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
车梦可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车稳前 上海靖之霖律师事务所
车雨薇 上海安臻律师事务所
陈超 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诚 上海浩锦律师事务所
陈东歌 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
陈冠男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陈国营 上海汉勤律师事务所
陈航宇 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
陈浩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陈佳丽 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
陈佳敏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佳维 上海普盛律师事务所
陈佳蔚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陈佳文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嘉惠 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
陈剑强 上海卓沪律师事务所
陈洁双 上海李旭律师事务所



陈京伟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敬中 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
陈靖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俊豪 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
陈铿 上海米谷律师事务所
陈丽丽 浙江近山（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良冰 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
陈琳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陈玲君 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
陈凌宇 上海巨银律师事务所
陈龙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陈露津 上海捷勋律师事务所
陈昴 上海市申茂律师事务所
陈梦蓝 上海逾驰律师事务所
陈妮妮 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
陈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陈萍 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
陈萍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陈庆太 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
陈秋红 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
陈容月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陈柔笛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陈若烨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陈胜男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陈诗韵 上海之法律师事务所
陈士晔 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
陈斯涵 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
陈天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陈天乐 上海市国雄律师事务所
陈崴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陈伟鹏 上海昌申律师事务所
陈文丽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曦 上海市国泰律师事务所
陈霄 上海市中浩律师事务所
陈晓燕 上海如闻律师事务所
陈星昌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旭东 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
陈雪 上海市科伟律师事务所
陈亚运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陈琰琳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陈燕 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
陈阳阳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陈杨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陈一痕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陈弈霖 上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
陈楹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羽 上海向源律师事务所
陈雨生 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
陈月欢 上海天璇律师事务所
陈云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陈志嘉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陈志敏 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
陈庄子 浙江阳光时代（上海）律师事务所
成功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程波 上海淳华律师事务所
程琪 上海市佳信达律师事务所
程晓伟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
程妍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程艳 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
程志霞 上海申申律师事务所
程子安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仇翰洋 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
储晓婷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储燕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褚嫱 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
崔彬彬 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
崔锦 上海宸豪律师事务所
崔泰元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崔长国 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
达理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戴聪丽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戴昊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戴昊天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戴林璇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戴莹瑾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戴玉芳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单安亚 上海统瀚律师事务所
单政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邓丽君 上海保诚律师事务所
邓文安 上海李旭律师事务所
邓钰杰 上海君帆律师事务所
丁欢 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
丁嘉文 上海道舍律师事务所
丁俊仪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丁奎王 上海秦兵律师事务所
丁联诚 上海正雍律师事务所
丁若颖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
丁文灵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丁毅超 上海吉亚律师事务所
丁勇 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
董佳羽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董腊梅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董苗苗 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
董淑琳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董思薇 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
杜晨博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杜德广 上海朝健律师事务所
杜飞 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
杜俊 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
杜童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杜欣月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杜耀星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段玲艳 上海效通律师事务所
樊丹琪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樊则兵 上海众律律师事务所
范吴斌 上海申新律师事务所
范一平 上海雄琴律师事务所
范逸铭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方秦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方世宇 上海浦谐律师事务所
方文娟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费晨 上海市晨升律师事务所
冯晨妍 上海勤理律师事务所
冯玲 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
冯振华 河南点石（上海）律师事务所
冯子扬 上海君赛律师事务所
符炳 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傅翩翩 上海君莅律师事务所
甘晓燕 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
高璀璀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高静 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
高俊 上海聚缘律师事务所
高来燕 上海市益昌律师事务所
高梦婕 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
高鹏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高天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高雅 上海博群律师事务所
高妍斐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高亦凡 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
高英杰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耿丽媛 上海迈林律师事务所
耿启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龚心怡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龚智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勾家辉 上海松敏律师事务所
顾丰羽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顾赛君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顾帅 上海市金钟律师事务所
顾晓梅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顾亚聪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顾阳明 上海恒在律师事务所
顾怡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顾云松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顾禛暄 上海匡道律师事务所
官瑶萍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管云霞 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郭晋阳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郭念 上海虑远律师事务所
郭庆营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郭瑞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郭瑞文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郭莎 上海维熙律师事务所
郭炜华 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



郭文青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郭晓玲 上海熊兆罡律师事务所
郭一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
郭雨 浙江靖霖（上海）律师事务所
韩涛 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
韩哲洙 上海高辉律师事务所
郝秋瑞 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
郝伟盛 上海信栢律师事务所
郝学静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何楚婷 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
何丹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何辉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何佳佳 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
何佳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何金泉 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
何俊蓉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何亮 广东恒福（上海）律师事务所
何佩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何文烨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何潇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何鑫 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
何怿晨 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
何育文 上海天璇律师事务所
何玥睿 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
何梓维 上海乔立律师事务所
贺颂青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洪东荧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洪睿 上海众律律师事务所
侯嘉炜 上海漕溪律师事务所
侯文婧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侯小茗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候国鹏 上海千颂律师事务所
胡家成 上海嘉富诚律师事务所
胡俊杰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隽 上海恒在律师事务所
胡琼 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
胡蚯蚓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文清 北京斐石（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晓纯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怡琳 上海申欧律师事务所
胡银涛 河南点石（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越 上海市凤凰律师事务所
胡中慧 上海浦银律师事务所
胡子豪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扈文嘉 上海鸿孚律师事务所
华超 上海市海燕律师事务所
华乾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怀俊玲 上海世韬律师事务所
宦相志宇 上海住珈律师事务所
黄贲然 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
黄丹 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



黄芳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黄洁 上海情维律师事务所
黄科维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黄良军 上海辉旺律师事务所
黄梦元 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黄旻韡 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
黄苹苹 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
黄琪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黄清怡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黄润埔 上海倪卓伟律师事务所
黄淑芬 上海阅瀚律师事务所
黄思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黄思颖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黄天一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黄伟文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
黄蔚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黄晓宇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黄琰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黄毓智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黄志峰 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
黄周军 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
黄遵玲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回懿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
霍克华 公职律师
吉仕韵 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
吉雪艳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季爱华 上海英航律师事务所
季婷婷 上海山田律师事务所
季中旭 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
贾浩 上海罡晟律师事务所
贾恒伟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贾戎胜 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
贾文洁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
江斌 上海沪泰律师事务所
江澜 北京市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江翔宇 公职律师
姜春实 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
姜东旭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姜花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蒋楚天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蒋德鑫 上海巨盾律师事务所
蒋飞 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
蒋佳颖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蒋瑾 上海秦兵律师事务所
蒋丽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蒋奕婕 上海德恳律师事务所
蒋雨达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蒋振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焦蕾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金凯雯 上海市中天信律师事务所
金美燕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金秘嘉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金胜男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
金思佳 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
金涛 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
金怡彤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晋亚玲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靳帅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柯凯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柯雅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柯羽丰 上海大驰律师事务所
孔菲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孔菲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孔祥珊 上海徐晓青律师事务所
孔雨薇 上海陆德劭和律师事务所
赖建新 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
赖晓琛 公职律师
兰腾 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
乐军源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乐美迪 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
雷蕾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彬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李冰纯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兵 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
李诚淏 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
李达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李大为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璠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繁 上海里兆律师事务所
李方方 上海市东方正义律师事务所
李航 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
李恒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红岩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华妮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辉煌 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
李徽 上海迪伦律师事务所
李佳波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嘉琪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李甲韬 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
李健超 上海复观律师事务所
李晶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婧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李君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李君秋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骏 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
李锴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李凌云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梅杰 上海市凯荣律师事务所
李萌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李梦玲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李娜 上海名知律师事务所
李娜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奇 上海市海达律师事务所
李倩倩 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
李钦含 上海迈伦律师事务所
李丘怿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蕊池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李诗鸿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诗怡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思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
李思筱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腾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李伟 上海川汇律师事务所
李伟斌 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翔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李小龙 上海中派律师事务所
李晓易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李忻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李新烨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鑫杰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兴臣 上海市江华律师事务所
李宣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李珣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晏羽 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
李依然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祎珏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李宜诚 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
李义峰 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
李由 上海宏尔睿律师事务所
李雨婷 上海铭森律师事务所
李裕成 上海海宽律师事务所
李媛 上海未树律师事务所
李媛媛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李月明 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
李悦歌 上海巨网律师事务所
李至顺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宗谕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励佳楠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
梁斌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梁超颖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梁乃晗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梁晓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
梁云志 上海市公义律师事务所
廖浩文 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
林德修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林家宇 上海元竹律师事务所
林声达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林逸沁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林颖卿 上海市荣业律师事务所
林哲睿 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
蔺康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凌茹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刘德林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刘灏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刘欢 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
刘嘉男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金刚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刘锦超 上海观择律师事务所
刘婧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靖 浙江近山（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静 浙江近山（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君 上海简克律师事务所
刘郡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刘骏青 上海言忠理律师事务所
刘立翔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璐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淼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其盈 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
刘倩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刘思宇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刘斯寅 上海雄琴律师事务所
刘希坤 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
刘晓燕 上海申道律师事务所
刘晓雨 上海汉之律师事务所
刘昕怡 上海市万达律师事务所
刘鑫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学 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
刘雪妮 上海市万联律师事务所
刘妍杏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刘杨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刘杨婧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义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刘莹莹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刘颖杰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永美 上海市树声律师事务所
刘玉良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刘彧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刘臻 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
刘志豪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刘梓豪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娄琳莉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娄秦 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
娄艳馨 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
楼剑啸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楼巍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卢骏骋 山东康桥（上海）律师事务所
卢意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卢熠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鲁莹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陆安琪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陆尘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陆丹丹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陆海红 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
陆嘉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陆凯元 上海信石律师事务所
陆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陆梦慰 上海圣瑞敕律师事务所
陆诗怡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陆未龙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陆以林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陆雨舟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陆子薇 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
罗俊 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
罗里达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罗强 上海信栢律师事务所
罗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罗文强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罗晔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罗玉明 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
吕辰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吕诚钦 上海嘉富诚律师事务所
吕皓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吕佳丽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吕宁 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
吕晔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吕泽峰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马建权 上海融势成律师事务所
马晶健 上海祺道律师事务所
马思齐 上海文偃律师事务所
马思帅 上海瑞富律师事务所
马彤宇 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
马炜晨 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马小丽 上海申格律师事务所
马啸天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马亚丽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
马洋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马一梦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
马怡坤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马卓琳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毛冬娟 上海市中联鼎峰律师事务所
毛清令 上海恒峰律师事务所
毛兔峰 上海国瑜律师事务所
毛韵文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梅素瑶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孟丹丹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孟营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苗伟 浙江近山（上海）律师事务所
闵可宁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闵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缪佳薇 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
慕璧阳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倪政南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聂恺雯 上海达沃律师事务所
宁静 信利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牛涛 上海鸿孚律师事务所



牛伟伟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钮菁菁 上海市江华律师事务所
潘金玉 上海市银都律师事务所
潘清莲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潘淑君 上海陆德劭和律师事务所
庞纯晨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裴一歌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彭程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彭芳霞 上海石天律师事务所
彭逸闻 上海申闻律师事务所
戚晓芳 上海乐慈律师事务所
戚熠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钱豪 上海春晓律师事务所
钱佳豪 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
乔萌欣 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
乔若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秦翀 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
秦琳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秦玉琳 北京市博儒（上海）律师事务所
邱佳凝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邱婷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邱颖通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屈亚男 上海邦耀律师事务所
曲姝怡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阙立婷 上海理慈律师事务所
阙孝丞 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
阙阳鹏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阙子璇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冉玉莹 上海锦维律师事务所
饶玉萍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饶泽龙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任博峰 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
任孟迪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任千程 上海顾跃进律师事务所
任雪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任远春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阮振宇 北京奋迅（上海）律师事务所
阮志敏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
桑庆玉 上海一湃律师事务所
桑雨朦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沙俊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沙苑君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邵弘高娃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邵帅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邵烨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申晨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申洪波 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
沈丹玥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
沈莉莉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沈路 公职律师
沈绮宁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沈思明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沈婷英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沈晓妍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
沈欣文 北京奋迅（上海）律师事务所
沈鑫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沈严娣 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
沈飏 北京市世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盛锋平 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盛诗怡 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
施佳 上海巨网律师事务所
施凯杰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施蕾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施雯 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
施颖珽 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
施玉婷 上海瑾之润申达律师事务所
石晖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石磊 上海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石莉莉 上海金永成德律师事务所
时宝芳 上海天眷律师事务所
史晗 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
史晓婧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史以贤 公职律师
司书涛 上海达真律师事务所
宋国如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宋华健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宋玲美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宋文彬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宋艳红 公职律师
宋艺 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
宋莹莹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苏家春 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
苏丽风 上海明迈律师事务所
苏志强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孙波 上海和基律师事务所
孙波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孙鸿志 上海市沪西律师事务所
孙佳妮 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
孙家栋 上海坦正律师事务所
孙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孙晶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孙丽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
孙明星 上海康程律师事务所
孙沛 河南点石（上海）律师事务所
孙鹏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
孙琪琦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孙琦惠 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
孙秀梅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孙璇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孙裔哲 博爱星（上海）律师事务所
孙余贤达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孙妤 上海剑湖律师事务所



孙玉璠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孙煜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锁晖桐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谭鑫 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
谭羿操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谭永凡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汤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汤勤翼 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
汤韬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唐璐 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
唐宁 上海城大律师事务所
唐玮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唐尧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陶彬彬 上海金永成德律师事务所
陶雷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陶黎中 上海盛沃律师事务所
陶丽娟 上海信冠律师事务所
陶其华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陶树年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滕双翼 上海善景律师事务所
滕欣子 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
田晓川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
田兴邦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田宇民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田雨洁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田舟 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
童飞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童柳燕 上海市敏问律师事务所
童心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童瑶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童忆田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涂菁 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万成 上海阅瀚律师事务所
万发文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万莹莹 上海恒峰律师事务所
汪成杰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汪春燕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汪海燕 上海卓之耀律师事务所
汪龙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汪倩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汪群鸿 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
汪若文 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
汪文佳 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
汪阳汇知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汪一鸣 上海科尚律师事务所
汪宇峰 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
王贝贝 上海德美律师事务所
王斌 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
王秉成 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
王波 上海市耀良律师事务所
王程锦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王春寒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王丹蕾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王方方 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
王凤阳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王国钢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王国旗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浩宇 上海普盛律师事务所
王慧君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
王加业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王佳琦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王家林 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
王家欣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嘉仪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王健巍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王静元 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
王珏 上海盈仑律师事务所
王兰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雷 广东安华理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蕾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力君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良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亮 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
王璐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王漫钰 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鸣芅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王芊羽婷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王倩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王睿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润婷 上海律才律师事务所
王若翰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王若禹 上海欧博律师事务所
王善鹤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王升 上海鼎善律师事务所
王诗钧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王世永 上海蓝众律师事务所
王昰霁 上海市临港律师事务所
王顺达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思迪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思佳 上海市和平律师事务所
王素艳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王涛 上海乐邦律师事务所
王天骄 上海申云律师事务所
王威扬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惜 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
王湘 上海向心律师事务所
王向荣 公职律师
王小波 上海胜康律师事务所
王小康 广东安华理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晓依 上海骥路律师事务所
王晓颖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
王旭阳洋 上海申拓律师事务所



王亚凡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王燕玉 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
王也 上海正雍律师事务所
王一凡 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
王依超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王怡婷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王怡雯 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
王轶 上海浦望律师事务所
王瑛滢 上海一湃律师事务所
王莹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王颖 上海上华律师事务所
王雨雯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王玉龙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玉星 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
王媛媛 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远志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王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王悦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王越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王争鸣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王正雄 上海三方律师事务所
王之杰 上海儒君律师事务所
王志鹏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志强 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
王志朔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治 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
王子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王紫涵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韦炳欣 北京仁人德赛（上海）律师事务所
卫晨霏 上海胜杰律师事务所
卫夏清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魏依晨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魏怡清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魏懿婧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闻思倩 上海百战律师事务所
翁佳琪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翁鸣杰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乌文超 上海申拓律师事务所
吴曹圆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吴冬晨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吴郭霞 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
吴晗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吴痕 上海鑫钧律师事务所
吴佳俊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吴坚松 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
吴江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吴婧 上海迈林律师事务所
吴旻奇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吴敏毅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
吴明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吴萍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吴珊 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
吴天 北京柳沈（上海）律师事务所
吴万君 上海市和平律师事务所
吴文莉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吴晓蓓 上海殷实律师事务所
吴晓峰 上海才富律师事务所
吴孝军 上海至合律师事务所
吴亚辉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吴瑶 北京安杰（上海）律师事务所
吴一雷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吴怡芳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吴奕章 上海汇隽律师事务所
吴永丰 上海沪法律师事务所
吴湛 上海济昀律师事务所
吴周杰 上海市志君律师事务所
吴梓妃 上海卿云律师事务所
伍天云 上海市德尚律师事务所
仵佳敏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武光明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武环宇 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
武文径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武雪梅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夏百顺 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
夏慧 上海威颂律师事务所
夏静晶 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
夏丽卉 上海恒量律师事务所
夏梓瑜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项彧 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
项奏锋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肖璐璐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肖淼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肖莎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肖杨 上海蓝众律师事务所
谢海清 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谢海涛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
谢建英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谢鹏 上海熊兆罡律师事务所
谢如燕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谢文立 上海市东方正义律师事务所
谢仙莉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谢晓双 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
谢囿仁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谢知默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辛雅竹 上海衡铭律师事务所
邢蔚韬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熊青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徐本泽宇 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徐丹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徐浩 上海之法律师事务所
徐欢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徐佳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徐静怡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徐利丽 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
徐林倩 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
徐鲁嘉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徐绮雯 上海问学律师事务所
徐莎莎 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
徐寿杰 上海丰进立和律师事务所
徐淑琴 上海思信律师事务所
徐淑娴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徐思远 上海市凤凰律师事务所
徐婷婷 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
徐晓天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徐旭霖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徐艳 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
徐烨路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徐一鸣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徐元昊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
徐子晔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许辰欣 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
许娇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许珂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许小祥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许友琴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薛冰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薛洁 上海通泽律师事务所
薛瑾 上海孙义荣律师事务所

薛克拉提·塔依尔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
薛文冰 上海公鼎律师事务所
薛昕竹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薛鑫 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
薛玉博 上海博拓律师事务所
闫辉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严瓅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严魏芳 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
颜潮杰 北京市恒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颜莉莉 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
杨春白雪 北京达辉（上海）律师事务所
杨淳隆 上海申蕴和律师事务所
杨大伟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杨丹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杨帆 上海申道律师事务所
杨飞凤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杨海鹏 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
杨海燕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杨佳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杨洁 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
杨娟娟 上海文飞永律师事务所
杨俊杰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杨澜 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
杨里程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杨丽芳 上海君赛律师事务所



杨龙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杨妮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杨培培 上海图堃律师事务所
杨鹏程 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
杨钦喆 上海熊兆罡律师事务所
杨睿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杨文俊 上海政锦律师事务所
杨小雪 上海申格律师事务所
杨雪梅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杨焱妮 上海瑞富律师事务所
杨扬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杨益群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杨雨馨 上海双创律师事务所
姚年锋 上海朱平律师事务所
姚维 上海森大律师事务所
姚雅梦 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
姚瑶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姚瑶 上海华宏律师事务所
叶俊杰 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
叶俊鑫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叶天添 上海市朝阳综合律师事务所
叶雯 上海法知特律师事务所
叶翔文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叶晓蒙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叶勇攀 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
易伟 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
殷嘉科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殷美玲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尹灿灿 上海欧博律师事务所
尹佳韵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尹健全 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
尹丽君 上海闵卫平律师事务所
尹晔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尤明月 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
于北溟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于翠翠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于海云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
于凌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于舒琪 上海诺浩律师事务所
于彧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余佳芃 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
余静玉 上海申康律师事务所
余文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余晓晴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余宗达 上海知亦行律师事务所
俞梦露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俞嗣耀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虞琦楠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喻雅婷 上海法知特律师事务所
袁国何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袁利晶 上海市达辰律师事务所



袁野 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
占帆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安慧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张超 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晨阳 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
张程 上海博韵律师事务所
张东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张豆豆 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
张鸽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张涵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红叶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张佳露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婧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静雯 上海贤思律师事务所
张娟娟 上海具格律师事务所
张俊成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俊巧 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
张兰欣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张磊 北京安博（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磊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力娇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丽敏 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
张靓羽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玲 上海汉路律师事务所
张龙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张逯熙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璐瑶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张茉 上海美易律师事务所
张诺 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
张鹏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张鹏远 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
张祺俊 上海合呈律师事务所
张谦 上海源杰律师事务所
张勤 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
张秋思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张善超 上海诺迪律师事务所
张少辉 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
张慎言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张盛豪 上海欧森律师事务所
张诗珩 上海达真律师事务所
张舒怡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张帅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张顺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张硕 上海建领城达律师事务所
张伟毅 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
张纬樑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张纬瑛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玮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张文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张文静 上海勤理律师事务所
张文玲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张弦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张筱青 上海嘉富诚律师事务所
张校杭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张昕佳 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
张欣 上海市海达律师事务所
张兴慈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张兴研 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
张学芸 上海邦耀律师事务所
张雪燕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
张严方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张言冬 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
张艳 上海市高信德律师事务所
张艳赞 山东康桥（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燕雯 上海海铨律师事务所
张烨 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
张一迪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依桐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艺斌 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
张艺馨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张亦昆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张轶伦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张逸峰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张翼 上海泰吉十方律师事务所
张玉田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张仲谋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章娇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章天然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章文斌 上海浦信律师事务所
赵冰婧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赵兵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赵慧 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
赵靖宇 上海敏诚善律师事务所
赵柯仪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赵梦真 上海圣瑞敕律师事务所
赵敏 瀛东律师事务所
赵鹏 上海迪伦律师事务所
赵沁怡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赵思静 北京市磐华（上海）律师事务所
赵学慧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赵阳 上海海朋律师事务所
赵颖瑜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赵哲楠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郑博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郑晨 上海天尚律师事务所
郑国庆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郑汉杰 公职律师
郑华 公职律师
郑凌峰 上海元竹律师事务所
郑乃云 上海渲双律师事务所
郑前芳 上海正雍律师事务所
郑韦晖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郑未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郑莹 上海中申律师事务所
郑玉颖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郑子涛 上海鸿孚律师事务所
支崟 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
钟磊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钟民 公职律师
钟云鹏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周灿 北京海润天睿(上海)律师事务所
周畅 上海浦望律师事务所
周春雷 上海智坚律师事务所
周纯彦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周寒梅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周豪 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
周慧敏 上海虑远律师事务所
周继云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周佳怡 上海皓生律师事务所
周晶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周俊 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
周康平 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
周良锋 上海迪新律师事务所
周密密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周时云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
周腾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周晓钰 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
周燕灵 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
周依若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周祎宸 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
周艺荣 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周玉薇 上海安宸律师事务所
周芸 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
周蕴婷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周之翔 上海勤理律师事务所
周钟涛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周子竣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朱超宇 上海海耀律师事务所
朱春晨 上海瑞美克律师事务所
朱丹 上海龙元律师事务所
朱浩 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
朱红玲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朱佳蔚 上海顺商律师事务所
朱觉伟 上海尊丰律师事务所
朱竞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朱凯凡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朱亮 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
朱琳 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
朱梦蝶 上海知亦行律师事务所
朱佩瑶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朱琦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朱珊珊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朱晟禹 上海市润华律师事务所



朱天宇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朱天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朱瑛佳慧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朱莹 公职律师
朱勇刚 上海申申律师事务所
朱芷仪 上海秦兵律师事务所
祝佳伟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祝英维 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
祝雨晴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庄亨泾 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
庄庆亮 上海申策律师事务所
庄婷 上海九州丰泽律师事务所
庄志叶 博爱星（上海）律师事务所
宗恺 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
邹海霞 上海君典律师事务所
邹倩明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邹香怡 上海钧智律师事务所
邹颖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
左承光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左丽 上海市金钟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