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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律师行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服务团阳江市分团成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所在律师事务所 服务团

职务 
电 话 

1 许万祥 男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团长 13702804992 

2 李柏桦 男 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 副团长 13922003972 

3 欧建华 男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副团长 13702816899 

4 曾仕记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副团长 13926332979 

5 蔡文锋 男 广东丽日律师事务所 副团长 13702818253 

6 冯永锐 女 广东中瑜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7682898 

7 杨华玉 男 广东晋辉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02673575 

8 何燕君 男 广东尚思律师事务所 成员 1922002244 

9 林德战 男 
广东真智（阳西）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3542657686 

10 项颂边 男 广东威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9819858 

11 姚史部 男 广东源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7622778 

12 郭尤 男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3922013910 

13 谢克健 男 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70033 

14 佘东杲 男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03058802 

15 贺焕明 男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4967878 

16 李宇桐 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3025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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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卢锐湘 男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380860068 

18 丘灵君 女 广东迅恒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023874555 

19 陈达照 男 
广东迅恒（阳西）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5975659666 

20 冯兆媛 女 
广东迅恒（阳西）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8819882238 

21 陈影 女 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664958889 

22 林进福 男 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192580078 

23 谭英迪 男 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06025 

24 林巧娜 女 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19884954 

25 陈松 男 广东众君法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4956316 

26 陈忠 男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02529551 

27 郑万里 男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7683933 

28 冯大双 男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421765082 

29 谭力铭 男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51644293 

30 刘骐玮 男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680602602 

31 阮健娜 女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219974508 

32 骆应礼 女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326588570 

33 梁冰 女 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25622386 

34 尉迟明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4956457 

35 林良达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2007650 

36 宋德意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232009060 

37 林显伦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420445685 

38 李周发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80662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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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陈明伟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421222636 

40 杨瑾 女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99567 

41 廖伟雄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819893525 

42 徐嘉宝 女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218147248 

43 林留样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326589198 

44 曾广晓 男 广东言必行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7632499 

45 陈丽婵 女 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96161 

46 邓德富 男 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302525663 

47 何鹤年 男 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688355503 

48 唐悦 女 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128979555 

49 梁文华 男 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9865432 

50 陈慧 女 广东拓进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198776707 

51 李永尤 男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7699166 

52 曾超圆 男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7622238 

53 李美思 女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986259545 

54 周文靖 男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318623500 

55 冯宏瀚 男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666260538 

56 林慧芳 女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4983032 

57 黄晶晶 女 广东赢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51603176 

58 胡秋琳 女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8025000518 

59 陈文儒 女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3450517880 

60 程志威 男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382499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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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冯锡春 男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3725637663 

62 李晓婷 女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8926301321 

63 许祺祥 男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5975688777 

64 尹弘 女 
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

务所 
成员 13824991588 

65 曾卫娜 女 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664991919 

66 陈诚谊 男 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16608 

67 梁冠华 男 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875189900 

68 钱惠英 女 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023890253 

69 宋诗田 女 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975653292 

70 郑珊珊 女 广东格盈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411339349 

71 曾显辉 男 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02528596 

72 谭永雄 男 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51389 

73 林秋花 女 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875178402 

74 麦莲娣 女 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826721873 

75 陈子龙 男 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29088 

76 谭建华 男 广东宏晖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19892338 

77 冯朵 女 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819899949 

78 刘常斌 男 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7685500 

79 谢汝用 男 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626329969 

80 叶发展 男 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675798800 

81 张丽明 女 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2003636 

82 钟国衡 男 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51606088 



5 
 

83 李孔文 男 广东尚思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023812398 

84 梁万花 女 广东阅文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806627400 

85 谢嘉骏 男 广东阅文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824954599 

86 吴志豪 男 广东阅文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820360306 

87 陈文华 男 广东尊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2021155 

88 冯在兴 男 广东尊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806628968 

89 黄美然 女 广东尊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532155423 

90 黄庆 男 广东尊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005658631 

91 陈文驱 男 广东尊一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016350998 

92 林永交 男 广东快达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30607 

93 冯慧敏 女 广东源满律师事务所 成员 18998681986 

94 麦国宽 男 广东彖典律师事务所 成员 15820367685 

95 陈惠婵 女 广东隽良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380863761 

96 余飞 女 广东晋辉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703054788 

97 谭燕科 男 广东晋辉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336599659 

98 陈光全 男 广东漠西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078362598 

99 姚兜赏 男 广东漠西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653062323 

100 林积昌 男 广东漠西律师事务所 成员 1392636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