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时间 律师姓名 律所名称 联系电话 专业领域

第一周
赵雨兵 江苏同丰律师事务所 13962686185

环境行政执法与企业环境法律、租
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股权类纠纷

林  杰 江苏友杰律师事务所 18662656969 公司与并购、不动产与建设工程

7月23日-7月27日
黄  华 江苏柏庐律师事务所 13862615320 房地产
袁春晓 江苏昆成律师律师所 13584965798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第一小组

龚叶敏 江苏金木天律师事务所 13506264365 劳动法，知识产权

施  君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13816373365
涉台法律事务、金融法、房地产法
、公司法

第二周
王蓉晖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806263924

资产并购及公司股权纠纷、商事纠
纷处理、企业转型产业调整引发的
劳动用工争议处理

沈雪兴 江苏21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 13806262619
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职务犯
罪预防

7月30日-8月3日
陈宜群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616269886

劳动法、合同法、私募股权投资、
法律实务培训

高  锋 江苏仕达律师事务所 15312161688
经济纠纷、知识产权、公司法、劳
动法

第二小组

韩建刚 江苏华峡律师事务所 13806263872 合同法，劳动争议

叶云开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
18915758567

公司法相关、建设工程领域、知识
产权

第三周
丁玉贵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906269233

企业融资并购、股权转让、建设工
程、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殷忠刚 上海普世（昆山）律师事务
所

13382150786 建筑房地产、刑事

8月6日-8月10日
杜阿明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915731668 商事
周  婷 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 13584915933 合同、劳资、公司治理。

第三小组

王  珊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732663098
公司法律事务相关、劳动关系法律
事务、股权债权法律事务相关

吴玲华
台湾有惟法律事务所驻福州

代表处代表
18963677969

台湾地区的有关民事、刑事、商业
、环保领域相关法律事务

第四周
胡  泓

北京志霖（昆山）律师事务
所律师

15962625319
台企设立、股权转让、清算、注
销；公司制度设计；合同审查、合
同纠纷处理；劳动用工

张同刚 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 13914989791
合同法、建设工程、劳动法、资产
并购重组。

8月13日-8月17日
沈  丽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390855488 公司管理、劳动争议、建设工程领

域
胡伟雄 江苏誉腾律师事务所 13962662976

劳动人事纠纷、股权并购与企业上
市、经济纠纷、知识产权纠纷

第四小组

陈丽萍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3906262788

企业股权、房地产、投资并购、行
政法

张自良 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 13506262203
劳资纠纷、民商法、公司法、股权
收购

第五周
王国平 江苏闻贤律师事务所 13906261006

建筑房地产、股权与资产重组、刑
事辩护、商业秘密与竞业限制保护

陆建国 江苏鼎昆律师事务所 18914994268 合同法、建筑房地产

8月20日-8月24日
王宏军 江苏瀛成律师事务所 13511627185 公司业务、知识产权

侯碧嘉 江苏登元律师事务所 13913250054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公司法、知
识产权与信息网络、环境与资源保
护

第五小组

许  峰 江苏丰田律师事务所 13962430500
安全生产与环保法律服务、职业病
与劳动用工风险防范、企业刑事风
险防范与刑事辩护

周  彬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8662357530

资产并购、财务合规税务筹划、房
地产、公司股权相关

周钦逢
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
18625059995

公司经营相关、劳动争议、公司股
权相关



第六周
赵雨兵 江苏同丰律师事务所 13962686185

环境行政执法与企业环境法律、租
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股权类纠纷

林  杰 江苏友杰律师事务所 18662656969 公司与并购、不动产与建设工程

8月27日-8月31日
黄  华 江苏柏庐律师事务所 13862615320 房地产

袁春晓 江苏昆成律师律师所 13584965798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第一小组

龚叶敏 江苏金木天律师事务所 13506264365 劳动法，知识产权

施  君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13816373365
涉台法律事务、金融法、房地产法
、公司法

第七周
王蓉晖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806263924

资产并购及公司股权纠纷、商事纠
纷处理、企业转型产业调整引发的
劳动用工争议处理

沈雪兴 江苏21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 13806262619
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职务犯
罪预防

9月3日-9月7日
陈宜群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616269886

劳动法、合同法、私募股权投资、
法律实务培训

高  锋 江苏仕达律师事务所 15312161688
经济纠纷、知识产权、公司法、劳
动法

第二小组

韩建刚 江苏华峡律师事务所 13806263872 合同法，劳动争议

叶云开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
18915758567

公司法相关、建设工程领域、知识
产权

第八周
丁玉贵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906269233

企业融资并购、股权转让、建设工
程、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殷忠刚 上海普世（昆山）律师事务
所

13382150786 建筑房地产、刑事

9月10日-9月14日
杜阿明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915731668 商事

周  婷 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 13584915933 合同、劳资、公司治理。

第三小组

王  珊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732663098
公司法律事务相关、劳动关系法律
事务、股权债权法律事务相关

吴玲华
台湾有惟法律事务所驻福州

代表处代表
18963677969

台湾地区的有关民事、刑事、商业
、环保领域相关法律事务

第九周
胡  泓

北京志霖（昆山）律师事务
所律师

15962625319
台企设立、股权转让、清算、注
销；公司制度设计；合同审查、合
同纠纷处理；劳动用工

张同刚 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 13914989791
合同法、建设工程、劳动法、资产
并购重组。

9月17日-9月21日
沈  丽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390855488 公司管理、劳动争议、建设工程领

域
胡伟雄 江苏誉腾律师事务所 13962662976

劳动人事纠纷、股权并购与企业上
市、经济纠纷、知识产权纠纷

第四小组

陈丽萍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3906262788

企业股权、房地产、投资并购、行
政法

张自良 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 13506262203
劳资纠纷、民商法、公司法、股权
收购

第十周
王国平 江苏闻贤律师事务所 13906261006

建筑房地产、股权与资产重组、刑
事辩护、商业秘密与竞业限制保护

陆建国 江苏鼎昆律师事务所 18914994268 合同法、建筑房地产

9月25日-9月30日
王宏军 江苏瀛成律师事务所 13511627185 公司业务、知识产权

侯碧嘉 江苏登元律师事务所 13913250054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公司法、知
识产权与信息网络、环境与资源保
护

第五小组

许  峰 江苏丰田律师事务所 13962430500
安全生产与环保法律服务、职业病
与劳动用工风险防范、企业刑事风
险防范与刑事辩护

周  彬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8662357530

资产并购、财务合规税务筹划、房
地产、公司股权相关

周钦逢
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
18625059995

公司经营相关、劳动争议、公司股
权相关



第十一周
赵雨兵 江苏同丰律师事务所 13962686185

环境行政执法与企业环境法律、租
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股权类纠纷

林  杰 江苏友杰律师事务所 18662656969 公司与并购、不动产与建设工程

10月8日-10月12日
黄  华 江苏柏庐律师事务所 13862615320 房地产
袁春晓 江苏昆成律师律师所 13584965798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第一小组

龚叶敏 江苏金木天律师事务所 13506264365 劳动法，知识产权

施  君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13816373365
涉台法律事务、金融法、房地产法
、公司法

第十二周
王蓉晖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806263924

资产并购及公司股权纠纷、商事纠
纷处理、企业转型产业调整引发的
劳动用工争议处理

沈雪兴 江苏21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 13806262619
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职务犯
罪预防

10月15日-10月19
日

陈宜群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616269886
劳动法、合同法、私募股权投资、
法律实务培训

高  锋 江苏仕达律师事务所 15312161688
经济纠纷、知识产权、公司法、劳
动法

第二小组

韩建刚 江苏华峡律师事务所 13806263872 合同法，劳动争议

叶云开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
18915758567

公司法相关、建设工程领域、知识
产权

第十三周
丁玉贵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906269233

企业融资并购、股权转让、建设工
程、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殷忠刚 上海普世（昆山）律师事务
所

13382150786 建筑房地产、刑事
10月22日-10月26

日
杜阿明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915731668 商事
周  婷 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 13584915933 合同、劳资、公司治理。

第三小组

王  珊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732663098
公司法律事务相关、劳动关系法律
事务、股权债权法律事务相关

吴玲华
台湾有惟法律事务所驻福州

代表处代表
18963677969

台湾地区的有关民事、刑事、商业
、环保领域相关法律事务

第十四周
胡  泓

北京志霖（昆山）律师事务
所律师

15962625319
台企设立、股权转让、清算、注
销；公司制度设计；合同审查、合
同纠纷处理；劳动用工

张同刚 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 13914989791
合同法、建设工程、劳动法、资产
并购重组。

10月29日-11月2日
沈  丽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390855488 公司管理、劳动争议、建设工程领

域
胡伟雄 江苏誉腾律师事务所 13962662976

劳动人事纠纷、股权并购与企业上
市、经济纠纷、知识产权纠纷

第四小组

陈丽萍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3906262788

企业股权、房地产、投资并购、行
政法

张自良 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 13506262203
劳资纠纷、民商法、公司法、股权
收购

第十五周
王国平 江苏闻贤律师事务所 13906261006

建筑房地产、股权与资产重组、刑
事辩护、商业秘密与竞业限制保护

陆建国 江苏鼎昆律师事务所 18914994268 合同法、建筑房地产

11月5日-11月9日
王宏军 江苏瀛成律师事务所 13511627185 公司业务、知识产权

侯碧嘉 江苏登元律师事务所 13913250054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公司法、知
识产权与信息网络、环境与资源保
护

第五小组

许  峰 江苏丰田律师事务所 13962430500
安全生产与环保法律服务、职业病
与劳动用工风险防范、企业刑事风
险防范与刑事辩护

周  彬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8662357530

资产并购、财务合规税务筹划、房
地产、公司股权相关

周钦逢
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
18625059995

公司经营相关、劳动争议、公司股
权相关



第十六周
赵雨兵 江苏同丰律师事务所 13962686185

环境行政执法与企业环境法律、租
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股权类纠纷

林  杰 江苏友杰律师事务所 18662656969 公司与并购、不动产与建设工程
11月12日-11月16

日
黄  华 江苏柏庐律师事务所 13862615320 房地产
袁春晓 江苏昆成律师律师所 13584965798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第一小组

龚叶敏 江苏金木天律师事务所 13506264365 劳动法，知识产权

施  君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13816373365
涉台法律事务、金融法、房地产法
、公司法

第十七周
王蓉晖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806263924

资产并购及公司股权纠纷、商事纠
纷处理、企业转型产业调整引发的
劳动用工争议处理

沈雪兴 江苏21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 13806262619
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职务犯
罪预防

11月19日-11月23
日

陈宜群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616269886
劳动法、合同法、私募股权投资、
法律实务培训

高  锋 江苏仕达律师事务所 15312161688
经济纠纷、知识产权、公司法、劳
动法

第二小组

韩建刚 江苏华峡律师事务所 13806263872 合同法，劳动争议

叶云开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
18915758567

公司法相关、建设工程领域、知识
产权

第十八周
丁玉贵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906269233

企业融资并购、股权转让、建设工
程、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殷忠刚 上海普世（昆山）律师事务
所

13382150786 建筑房地产、刑事
11月26日-11月30

日
杜阿明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915731668 商事
周  婷 江苏君中律师事务所 13584915933 合同、劳资、公司治理。

第三小组

王  珊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732663098
公司法律事务相关、劳动关系法律
事务、股权债权法律事务相关

吴玲华
台湾有惟法律事务所驻福州

代表处代表
18963677969

台湾地区的有关民事、刑事、商业
、环保领域相关法律事务

第十九周
胡  泓

北京志霖（昆山）律师事务
所律师

15962625319
台企设立、股权转让、清算、注
销；公司制度设计；合同审查、合
同纠纷处理；劳动用工

张同刚 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 13914989791
合同法、建设工程、劳动法、资产
并购重组。

12月3日-12月7日
沈  丽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390855488 公司管理、劳动争议、建设工程领

域
胡伟雄 江苏誉腾律师事务所 13962662976

劳动人事纠纷、股权并购与企业上
市、经济纠纷、知识产权纠纷

第四小组

陈丽萍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3906262788

企业股权、房地产、投资并购、行
政法

张自良 上海尤里卡律师事务所律师 13506262203
劳资纠纷、民商法、公司法、股权
收购

第二十周
王国平 江苏闻贤律师事务所 13906261006

建筑房地产、股权与资产重组、刑
事辩护、商业秘密与竞业限制保护

陆建国 江苏鼎昆律师事务所 18914994268 合同法、建筑房地产

12月10日-12月14
日

王宏军 江苏瀛成律师事务所 13511627185 公司业务、知识产权

侯碧嘉 江苏登元律师事务所 13913250054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公司法、知
识产权与信息网络、环境与资源保
护

第五小组

许  峰 江苏丰田律师事务所 13962430500
安全生产与环保法律服务、职业病
与劳动用工风险防范、企业刑事风
险防范与刑事辩护

周  彬
上海市金茂（昆山）律师事

务所
18662357530

资产并购、财务合规税务筹划、房
地产、公司股权相关

周钦逢
上海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

师
18625059995

公司经营相关、劳动争议、公司股
权相关



第二十一周
赵雨兵 江苏同丰律师事务所 13962686185

环境行政执法与企业环境法律、租
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股权类纠纷

林  杰 江苏友杰律师事务所 18662656969 公司与并购、不动产与建设工程
12月17日-12月21

日
黄  华 江苏柏庐律师事务所 13862615320 房地产
袁春晓 江苏昆成律师律师所 13584965798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第一小组

龚叶敏 江苏金木天律师事务所 13506264365 劳动法，知识产权

施  君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13816373365
涉台法律事务、金融法、房地产法
、公司法

第二十二日
王蓉晖 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13806263924

资产并购及公司股权纠纷、商事纠
纷处理、企业转型产业调整引发的
劳动用工争议处理

沈雪兴 江苏21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 13806262619
建筑房地产、进出口贸易、职务犯
罪预防

12月24日-12月29
日

陈宜群 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13616269886
劳动法、合同法、私募股权投资、
法律实务培训

高  锋 江苏仕达律师事务所 15312161688
经济纠纷、知识产权、公司法、劳
动法

第二小组

韩建刚 江苏华峡律师事务所 13806263872 合同法，劳动争议

叶云开
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
18915758567

公司法相关、建设工程领域、知识
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