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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版  排列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金  鑫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2 胡大宽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3 张胜利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4 孙保山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5 石达理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6 秦  萌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7 何瑞锋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8 张鹏万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9 张焱南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10 翟慎海 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 

11 王永豪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12 宋西显 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 

13 焦占营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14 沙林波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15 周红娟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16 曹  峰 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 



2 

 

17 周战峰 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 

18 李桂萍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19 赵钰涛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20 杨智慧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21 宋延伟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22 宋  祥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23 黄  允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 

24 高  森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 

25 王伟星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26 殷永刚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27 王克领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28 王金良 河南科言律师事务所 

29 苗典民 河南科言律师事务所 

30 赵孟军 河南银基律师事务所 

31 陈  宁 河南韬涵律师事务所 

32 刘薇薇 河南韬涵律师事务所 

33 杨  初 河南韬涵律师事务所 

34 李  峰 河南见素律师事务所 

35 薄菊梅 北京观韬中茂(郑州）律师事务所 

36 冯振国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37 支  合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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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马  斌 河南天欣律师事务所 

39 田宏仓 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 

40 孙玉中 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 

41 薛少卿 河南鼎卿律师事务所 

42 司爱军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43 花长胜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44 李权民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45 赵志福 河南金俯扬律师事务所 

46 王明伟 河南荣康律师事务所 

47 王士燕 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 

48 李喜庆 上海市建纬（郑州）律师事务所 

49 张宝玉 河南豫道律师事务所 

50 钱建彬 河南豫和律师事务所 

51 王聪亚 河南豫商律师事务所 

52 张国芳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53 贾海红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54 薄云照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55 张伯承 河南大豫律师事务所 

56 成  永 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 

57 史群力 河南民坤律师事务所 

58 李阳阳 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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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崔月清 天津行通（郑州）律师事务所 

60 魏琳涵 河南万翔律师事务所 

61 吴殿朝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 

62 王  超 河南长风律师事务所 

63 张军涛 河南长风律师事务所 

64 益科技 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 

65 梁晓菊 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 

66 晁  伟 河南开瑞律师事务所 

67 陈惊涛 河南信鼎律师事务所 

68 李风彩 河南帝豪律师事务所 

69 王中英 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 

70 崔静勇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71 娄  梦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72 时胜涛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73 段验军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74 周合新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75 王炬炜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76 党俊卿 河南俊卿律师事务所 

77 朱彦召 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 

78 李红新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79 陆咏歌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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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童  靖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81 付钦斌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82 王志华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83 申  思 河南大然律师事务所 

84 胡剑南 河南点石律师事务所 

85 谢建宏 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 

86 梁利波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87 黄海均 河南大然律师事务所 

88 裴志方 河南安昌律师事务所 

89 张相周   河南相州律师事务所 

90 娄连义 河南万昆律师事务所 

91 任卫东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92 黄洪山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93 郭国良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94 杨文祥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95 王海伟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 

96 郑来有 河南开通律师事务所 

97 曲中太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98 呼群然 河南新天河律师事务所 

99 刘宏胜 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 

100 杨建勇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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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邵玉娟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102 李新新 河南瑞业律师事务所 

103 靳文革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104 杜胜利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105 袁  雪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106 殷保明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107 康建民 河南同起律师事务所 

108 胡建海 河南红旗渠律师事务所 

109 王自阳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110 李艳军 河南新大地律师事务所 

111 安防修 河南万昆律师事务所 

112 谢中海 河南中丰律师事务所 

113 梁  超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114 宋军锋 河南红旗渠律师事务所 

115 张凤霞 河南九明律师事务所 

116 冯凡英 河南骏腾律师事务所 

117 曹广要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118 胡文林 河南新大地律师事务所 

119 吴福庆 河南师林律师事务所 

120 秦永民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 

121 刘雪峰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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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陈晓攀 河南中丰律师事务所 

123 张合申 河南高陵律师事务所 

124 李小立 河南新大地律师事务所 

 

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赵卫萍 河南针石律师事务所 

2 汪新飒 河南首问律师事务 

3 李风彩 河南帝豪律师事务所 

4 卢银娣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5 刘  辉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6 付  丽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7 胜秀平 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 

8 罗爽爽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9 刘宏胜 河南良仁律师事务所 

10 尤笑冰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11 陈朝霞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12 王利云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13 谷景志 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 

14 郭  峰 河南林虑律师事务所 

15 李淑贤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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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申增杰   河南红旗渠律师事所 

17 师振华 河南瀛睿源律师事务所 

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杨成斌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2 花长胜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3 杨文祥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4 白忠祥 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 

5 冯胜强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6 秦超贤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7 朱  丹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8 薄云照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9 李  勇  河南鹰与鲨律师事务所 

10 李燕燕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11 王之淏 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 

12 王  斌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13 潘成林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 

14 韩胜利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5 刘文涛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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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家昱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17 赵志福 河南金俯扬律师事务所 

18 吕林坡 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 

19 张华欣 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 

20 焦聪利 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 

21 丰  备 上海市建纬（郑州）律师事务所 

22 张英怀 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 

23 刘学志 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24 夏玲丽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25 韩长杰 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26 李  棽 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 

27 谭二捞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28 毛明星 河南修谨律师事务所 

29 吴  莹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30 成  永 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 

31 原  源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32 朱中辉 河南金色世纪律师事务所 

33 唐建科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34 赵立新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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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田宏仓 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 

36 任贺磊 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 

37 宋慧青 河南英展律师事务所 

38 丁  香 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 

39 李  涛 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 

40 赵虎林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41 刘怀成 河南益仟律师事务所 

42 宁书文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43 史国政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44 杨  峰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 

45 李秋霞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46 王华伟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47 刘  睿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48 黄海均 河南大然律师事务所 

49 李祥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50 杨  颖 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 

51 孙  乐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52 李希民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53 姚松峰 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 

54 宋延伟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55 耿玉娟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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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高  森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 

57 李庆林 河南益仟律师事务所  

58 王海伟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 

59 赵海峰 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 

60 高  恰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61 李广涛 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 

62 赵晓峰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63 叶俊庆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64 顾立江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65 赵  辉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66 张兆映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67 赵书瑞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68 李书辉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69 敦新余 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 

70 邱士建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71 范玉顺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72 张永红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73 王  涛  河南澜清律师事务所 

74 杨春学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75 钟钦才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76 刘新红 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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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陈朝霞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78 栾敬君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79 郭晓果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80 娄  梦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81 黄庆伟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82 时胜涛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83 李鹏翔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84 肖克贵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85 何  俊 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 

86 赵世峰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 

87 王术军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88 陈娅娟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89 蔡  挺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 

90 张  东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91 李莹莹 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 

92 许  多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93 路永耀 河南有章律师事务所  

94  郭明伟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95  徐海莲  河南道宇律师事务所 

96 周  华 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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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朱中辉 河南金色世纪律师事务所 

2 白永理 河南针石律师事务所 

3 李  勇 河南鹰与鲨律师事务所 

4 温保林 河南鹰与鲨律师事务所 

5 寇  华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6 杨  琛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7 吴  莹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8 王军权 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 

9 韩胜利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0 冯彦辉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11 贾士海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12 吕国玲 河南良善律师事务所 

13 杨  清 北京天驰君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14 秦俊才 河南科技通律师事务所 

15 王聪亚 河南豫商律师事务所 

16 王  斌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17 张新士 浙江京衡（郑州）律师事务所 

18 赵春檠 河南义和信律师事务所 

19 马  亮 北京观韬中茂（郑州）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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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王  涛 河南澜清律师事务所 

21 姚云东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22 史娟娟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23 曹  淼 河南永力律师事务所 

24 胡亚萍 河南信鼎律师事务所 

25 马春平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 

26 武宗章 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  

27 徐英军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28 张效棋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29 邓曙光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30 任苏娟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31 刘  睿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32 贾云龙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33 焦  钟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34 田  兵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35 尤笑冰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36 马  良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37 李雪锋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38 钟钦才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39 邱  波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40 刘  艳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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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邱士建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42 唐有良 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43 王世科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44 曲欢欢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45 刘  媛 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 

46 李海红 河南鼎维律师事务所 

47 敦新余 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 

48 李  君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49 董士忠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50 高麦玲 河南瑞业律师事务所 

51 娄连义 河南万昆律师事务所 

52 安防修 河南万昆律师事务所 

53 张  鹏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54 陈孝军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55 刘雪峰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56 刘用田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57 杜胜利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58 唐建科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59 靳玉兰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60 胡文林 河南新大地律师事务所 

61 师振华 河南瀛睿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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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程远省 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 

63 杨茗杰 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 

64 曹  峰 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 

65 黄  昆 河南点石律师事务所 

66 周  华 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67 魏杭周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68 王玲玲 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 

69 张鹏万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70 代福华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71 李秋霞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72 刘建庄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73 许  多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74 耿玉娟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75 郭洪魁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76 郭  帅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77 邱  波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78 高  恰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79 于  萍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80 徐海莲 河南道宇律师事务所 

81 王玉琦 国浩律师（郑州）事务所 

82 康军锋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17 

 

83 甄青锋 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 

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秦超贤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2 杨国山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3 徐瑞聪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4 何红艺 北京观韬中茂(郑州）律师事务所 

5 魏  晋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6 李  杰  河南栋梁律师事务所 

7 司爱军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8 刘  芳 河南志银律师事务所 

9 曹  淼  河南永力律师事务所 

10 王遵梅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1 黄荣士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2 马社论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3 夏玲丽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4 席  乐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5 鲁迎旭 北京观韬中茂（郑州）律师事务所 

16 马家昱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17 焦聪利 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 

18 李续杰  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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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怀中 河南师林律师事务所 

20 申  思 河南大然律师事务所 

21 杨  峰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 

22 赵秀英 河南殷商律师事务所 

23 栗  魁 上海市建纬（郑州）律师事务所 

24 马  连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25 王军彦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26 李艳军 河南新大地律师事务所 

27 郭国良 河南兴亚律师事务所 

28 呼群然  河南新天河律师事务所 

29 刘保江 河南广亚律师事务所 

30 路永耀  河南有章律师事务所 

31 李军雷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32 张  静 河南瑞业律师事务所 

33 裴志方 河南安昌律师事务所 

34 宋军锋 河南红旗渠律师事务所 

35 靳玉兰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36 武宗章  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 

37 赵文奇 河南安昌律师事务所 

38 孟庆荣 河南中丰律师事务所  

39 于  强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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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巴书志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41 王水力 河南文丰（中牟）律师事务所 

42 王同良 河南豫商律师事务所 

43 张海莲 河南博颂律师事务所 

44 孔政龙 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 

45 周合新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46 郑艳冬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47 赵振瑞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48 姚艳秋 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49 朱命强 上海市建纬（郑州）律师事务所 

50 贾士海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51 聂心尚 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52 王玲玲 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 

53 李莹莹 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 

54 张景霞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55 赵世峰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 

56 蔡  挺 河南荟智源策律师事务所 

57 栾敬君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57 胡留喜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59 张军涛 河南长风律师事务所 

60 高  华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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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李祥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62 尹志凌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63 王永豪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64 潘宏建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65 王洪武 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 

66 王金勇 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 

67 田  兵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68 张效棋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69 陈思静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70 李梦琳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71 郭广田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72 岳鹏程 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 

73 张志扬 河南金学苑律师事务所 

74 李书辉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75 张相周 河南相州律师事务所 

76 谷景志 河南今鼎律师事务所 

77 杨智慧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78 赵阿波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79 闫俊宇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80 赵  静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81 高祥兵 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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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余文锐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 

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李恒欣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2 肖  强 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 

3 秦三宽 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 

4 韩  萌 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5 程予民 北京市盈科（郑州）律师事务所 

6 张  洋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7 张建东 河南科技通律师事务所 

8 张长波 河南科技通律师事务所 

9 杨增辉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10 张延涛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11 史娟娟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12 雷雅景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13 田小伍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14 赵  磊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15 贺保平 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 

16 张国芳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18 董士忠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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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刘月凤 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 

2 徐会展 河南针石律师事务所 

3 李冠萍 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 

4 贾智杰 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5 席国录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6 吴怀选 省律协农民工法律援助站 

7 孙二兵 河南凌峰律师事务所 

8 胡学明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9 杨志强 河南栋梁律师事务所 

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王华伟 河南瀛豫律师事务所 

2 赵虎林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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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燕红 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4 刘  文 河南英伦律师事务所 

5 贺  辉 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 

6 朱  丹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7 史国政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8 寇  华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9 王军权 河南大周律师事务所 

10 李燕燕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序号 姓名 所在律所 

1 赵立新 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 

2 张祖勤 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 

3 燕雪松 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 

4 陈启超 河南砥砺律师事务所 

5 魏  晋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6 支  合 河南辰中律师事务所 

7 樊东辉 河南见地律师事务所 

8 任贺磊 河南首航律师事务所 

9 王  宏 河南正臻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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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  聃 上海段和段（郑州）律师事务所 

11 徐  滟 河南法学汇信律师事务所 

12 肖正海 北京高文（郑州）律师事务所 

13 冯彦辉 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 

14 毛明星 河南修谨律师事务所 

15 韩长杰 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16 张灵全 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 

17 马国杰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18 席国录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19 张贺鹏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20 张庆合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21 朱红群 河南千业律师事务所 

22 李  棽 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 

23 蒋永鼎 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 

24 张  闯 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 

25 李  健 河南正方圆律师事务所 

26 唐  军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 

27 潘成林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 

28 陈国强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 

29 杨  颖 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 

30 孙东升 河南银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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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王  鹏 河南帝豪律师事务所 

32 郭晓果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33 崔静勇 河南恩达律师事务所 

34 王胜利 河南艳阳天律师事务所 

35 姚艳秋 上海市海华永泰（郑州）律师事务所 

36 刘德宇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37 李新颖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38 高晓星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9 姚松峰 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 

40 王喜文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41 郜小红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 

42 唐有良 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43 杨菁英 河南博云天律师事务所 

44 赵钰涛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45 吴秀菊 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 

46 胡剑南 河南点石律师事务所 

47 秦永民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 

48 董惠燕 河南国厚律师事务所 

49 李东宝 大沧海律师事务所 

50 高麦玲 河南瑞业律师事务所 

51 常  慧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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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李淑贤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53 李慧峰 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 

54 谢中海 河南中丰律师事务所 

55 刘用田 河南上合律师事务所 

56 宋会光 河南道宇律师事务所 

57 黄  允 河南中砥律师事务所 

58 王  峥 河南贞实律师事务所 

59 曹广要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