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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关于通报表扬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
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

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法律服务工作,促

进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自2017年开始,中华全国总工

会、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部署开展了 “尊法守法·携

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各级工会与司法行

政部门、律师协会密切协作,精心组织广大律师与工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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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服务队,深入农民工集中的乡镇、街道、社区及建筑工

地等场所,积极主动为农民工提供法治宣传、法律咨询、争

议调解和法律援助等公益法律服务,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

权益,涌现出一大批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为进一步发挥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大

力弘扬扎根基层、服务为民、无私奉献精神,不断提升公益

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总工会、司法厅 (局)和律师协会共同推荐,中华

全国总工会、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研究决定,对2017-

2020年开展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

务行动成绩突出的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等147个集体和北京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柳艳等299名个人予以通报表

扬。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更加

积极投身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在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取得更大成绩。

各地工会、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要把持续深入开展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作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重要举措,聚焦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等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深

化合作,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拓展服务内

容,创新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实效,更好满足农民工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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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 :1.2017-2020年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

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成绩突出集体名单

2.2017-2020年 “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

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成绩突出个人名单

　中华全国总工会 司 法 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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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7-2020年“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成绩突出集体名单
(147个)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

北京市大兴区总工会

劳动午报社

北京市海淀区法律援助中心

北京市律师协会

天津市

天津市滨海新区总工会

天津市河东区司法局

天津市西青区司法局

天津航标律师事务所

河北省

河北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信访处)
石家庄市总工会

唐山市总工会

邯郸市总工会

秦皇岛市司法局

承德市司法局

山西省

山西省总工会

太原市总工会

阳泉市总工会

晋城市总工会

临汾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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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总工会

兴安盟工会

兴安盟法律援助中心

经世律师事务所

内蒙古三恒律师事务所

辽宁省

沈阳市沈北新区总工会

大连市金普新区总工会

丹东市总工会

新宾满族自治县司法局

辽宁天品律师事务所

吉林省

吉林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白城市总工会

梅河口市总工会

吉林省法律援助中心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总工会法律和社会联络部

哈尔滨市总工会

大庆市总工会

黑龙江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

黑龙江省律师协会

上海市

上海市闵行区总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上海市律师协会

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

江苏省

南京市秦淮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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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工会

灌云县总工会

常州市司法局

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

江苏澹泊律师事务所

浙江省

杭州市总工会

台州市总工会

宁波市司法局

温州市律师协会

浙江隆智律师事务所

安徽省

安徽省总工会

马鞍山市总工会

滁州市总工会

灵璧县司法局

蚌埠市法律援助中心

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

福建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厦门市思明区总工会

泉州市总工会

南平市总工会

福建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

江西省

南昌市总工会

宜春市总工会

赣州市总工会

万年县总工会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南昌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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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青岛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潍坊市总工会

泰安市总工会

淄博市律师协会

河南省

郑州市总工会

平顶山市总工会

安阳市总工会

焦作市总工会

河南师大方正律师事务所

湖北省

武汉市总工会

十堰市总工会

浠水县总工会

湖北忠三(黄石)律师事务所

湖南省

长沙市总工会

湘潭市总工会

郴州市总工会

长沙市司法局

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

广东省

广州市总工会维权工作部

广州市法律援助处

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

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

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社会联络部(法律工作部)
柳州市总工会

北海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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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市司法局

广西同望(梧州)律师事务所

海南省

海南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

海南大学工会

海南儋耳律师事务所

重庆市

重庆市渝中区职工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总工会

重庆市丰都县总工会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平山产业园区总工会

重庆市忠县司法局

四川省

四川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

成都市总工会

德阳市总工会

成都市司法局

自贡市司法局

攀枝花市司法局

贵州省

贵阳市总工会

铜仁市总工会

黔南州司法局

贵州驰铭律师事务所

云南省

云南省总工会法律和维权工作部

昆明市总工会

云南省律师协会

昆明市律师协会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总工会阿里地区办事处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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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建设工会委员会

西安市总工会农民工工作委员会

宝鸡市总工会

陕西律师农民工维权工作总站

甘肃省

甘肃省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

兰州市总工会

金昌市总工会

平凉市总工会

青海省

西宁市总工会

海东市司法局

青海省律师协会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石嘴山市总工会

固原市总工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阿克苏地区办事处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总工会

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

新疆新北律师事务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总工会

上海汉盛(石河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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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7-2020年“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成绩突出个人名单
(299名)

北京市

柳　艳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

任震宇　北京市西城区总工会权益维护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

王秀娟　北京市丰台区总工会权益工作部部长

张　磊　北京市石景山区总工会权益维护部部长

李　颖　北京市昌平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朱瑞鹏　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　丹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来勇　北京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立军　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　俊　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市

张　苇　天津市总工会劳动关系部二级主任科员　
周荣衍　天津市河西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副部长、三级主任科员　
刘　畅　天津市红桥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

文　雅　天津市北辰区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科长　
王名泉　天津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况利平　天津张盈(武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爱民　天津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

滕奉凯　天津沽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北省

郭　彬　河北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三级主任科员

郭　军　河北省交通运输工会三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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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民　宁晋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韩　峰　张家口市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连政　孟村回族自治县总工会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

李国琪　香河县总工会二级主任科员

刘　莉　衡水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吉志敏　唐山市路北区司法局律师与法律援助工作管理科科长

王　涛　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晓雷　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亮　河北信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　彪　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西省

石红玉　太原市小店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柳珠卿　长治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部长

王慧霞　长治市潞州区总工会法律保障部部长

马　敏　朔州市总工会法工部负责人

王志强　朔州市朔城区总工会办公室负责人

张　琪　运城市总工会维权部副部长

周晓样　运城市盐湖区总工会副主席(挂职)
张艳良　吕梁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殷志香　汾阳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王爱瑛　交口县总工会法律维权中心公职律师

许俊娟　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延红　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内蒙古自治区

孙　凯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职工维权服务中心权益维护部副部长

魏银明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集体协商指导员

任剑平　呼和浩特市总工会法工部部长

赵桂琴　通辽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胡开明　鄂尔多斯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王建华　内蒙古睿骐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雪莲　内蒙古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袁云飞　内蒙古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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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金金　北京市京师(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额尔敦朝鲁 上海市建纬(包头)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

陈　松　鞍山市总工会法律与社会联络部部长

刘　佳　营口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公职律师

李　慧　阜新市总工会法律部负责人、四级主任科员

姚海澜　沈阳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处一级主任科员

王黎萍　锦州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科长、锦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

沈立崴　本溪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律师

孙　琳　辽宁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帆　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律师

郑乔文　辽宁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　放　辽宁大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吉林省

张　旭　吉林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一级主任科员

邱　飒　吉林省法律援助中心业务部主任

周立仁　白山市江源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周晓慧　白城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吴云超　松原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张　鹤　吉林钟言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　晶　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俊丽　吉林良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雨琦　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裴程苗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黑龙江省

纪　语　黑龙江省总工会法律和社会联络部四级主任科员

周　丽　富裕县总工会副主席

郭建文　鸡西市总工会第二党支部书记、信访办公室负责人

金　伟　佳木斯市总工会法律和社会联络部部长

梁晓红　牡丹江市总工会副主席、公职律师

王　利　黑龙江金诺(大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大勇　黑龙江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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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文　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林海　黑龙江腾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潘　丽　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

吴　炜　上海市普陀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一级主任科员

李泽威　上海市青浦区总工会劳动关系部部长

柳月明　上海仓城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松江区永丰街道都市

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会主席

孙璟燕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公司第六工程公司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

唐　洁　上海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处副处长

李华平　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征连　上海瑞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陆敬波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永伟　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玉霞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省

王　瑜　江苏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一级主任科员　
帅小平　南京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　
赵云飞　江阴市总工会副主席　
赵凌星　盱眙县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办事员

顾云庆　盐城市盐都区大纵湖镇总工会主席　
臧　成　宿迁市总工会公职律师　
金雅萍　如皋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科科长　
王佳佳　江苏蔚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沈林科　江苏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国华　江苏正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静雨　江苏正太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潘吉东　江苏强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

程文雅　宁波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宁波市总工会网络信息中心)信访维

权科科长、公职律师

夏伏骥　金华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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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英　衢州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副主任

丁　洁　杭州市司法局律师与仲裁工作处处长

林　萍　绍兴市越城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管理科科长

吕燕萍　上海兰迪(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汪红妖　浙江杭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海军　浙江民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凯华　浙江易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丽军　浙江万申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

马　艳　安徽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四级调研员

张学峰　亳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洪庆芳　宁国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唐　菲　安徽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处一级主任科员

吴　利　阜阳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科长

茆于飞　宣城市律师协会办公室主任

尤良旺　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　旭　安徽地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　敏　安徽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胡红玲　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唐　敏　安徽九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隋元凤　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

林如长　福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林凡平　漳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和女工部部长

郭聪杰　泉州台商投资区总工会工作人员

施淑卿　三明市三元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李　涛　莆田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经审办负责人

詹见荣　宁德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一级主任科员

张本钟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晓源　福建联合信实(湖里)律师事务所律师

罗　伟　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莲开　福建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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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金　昊　南昌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

范　斌　九江市总工会权益维护部部长、公职律师

张　晴　吉安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钟　冰　赣州市总工会四级主任科员

邓雪明　萍乡市总工会权益维护部部长

李　涛　江西六尺条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　铭　江西姚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志萍　江西澍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秋亮　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青洲　江西京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省

张洪军　烟台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徐西力　济宁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法律工作部)部长

高　凡　威海市总工会生产保障部部长

徐德泰　临沂市罗庄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董艳杰　临邑县总工会副主席

田昭桐　聊城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

明浚哲　菏泽市总工会社会化工作者

孙业成　枣庄市薛城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加山　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国伟　山东舜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义杰　山东高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董清水　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南省

裴江涛　洛阳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张东升　平顶山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

刘亚军　濮阳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一级主任科员

魏　青　商丘市总工会法律和社会工作部部长

刘兆林　周口市总工会法律权益保障和社会工作部部长

赵　昕　驻马店市总工会法律和权益保障部部长

孙海军　河南安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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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慧　河南大正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东波　河南龙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超宇　河南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

刘春燕　黄石市总工会二级调研员

张译丹　宜昌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法律工作部)副部长

姚　武　襄阳市总工会一级主任科员

郑　宇　荆门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法律工作部)部长

祁君君　随州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女工部)部长

孙培佳　湖北江峡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　珺　湖北涛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超　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玉龙　湖北山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童　军　湖北施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

朱飞鹰　岳阳市总工会副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肖　哲　常德市总工会技协办副主任

封　喋　娄底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负责人(副部长)
段俊颖　郴州市司法局律师工作和法律职业资格管理科科长

刘　岳　湖南金州律所事务所律师

吕文圣　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易茂松　湖南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聂维芳　湖南天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曾佳魁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蒋建华　湖南丰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

郭　毅　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职业化工会工作者

麦　鑫　湛江市总工会职工维权与服务部部长

陈苑平　梅州市梅县区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股股长

马启翔　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龙双志　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律师

白海凤　广东韶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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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延群　广东啸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瑞强　广东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练汉忠　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曾兴风　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

郑中国　南宁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部长

李　晖　桂林市总工会社会联络部部长

潘春华　东兴市总工会综合业务二部主要负责人

陈秋霞　浦北县总工会副主席

刘庆长　贺州市总工会职工权益保障部负责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叶万松　广西桂竞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林春丽　广西正大五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苏法志　广西都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彩媚　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郭荣军　广西品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南省

曾维颖　海南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干事　
杨建民　三亚市总工会法律保障部部长　
杨　红　海南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　
张红伟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苏治民　海南建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符良忠　海南鳞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

陈代琳　重庆市万州区总工会职工权益维护部部长

邵　原　重庆市涪陵区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

袁玉娟　重庆市沙坪坝区总工会维权科科长、公职律师

叶　青　重庆市永川区总工会职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张艳华　重庆市璧山区总工会干部、公职律师

卢　薇　重庆市两江新区总工会二级调研员

范　欣　重庆市江北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秦　英　重庆市律师协会黔江区律师工作委员会青工委主任

刘　鹏　重庆帅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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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静　重庆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

蒋　俊　江油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何　忆　长宁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周小钦　大竹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阳　毅　资阳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宋华玉　甘孜州总工会法律和社会工作部部长

向浩颖　四川省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四级主任科员

阳　丁　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　晗　四川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俐蓉　四川贤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素芳　四川瀛络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利娟　四川融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翟雪玲　四川金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贵州省

韩凌燕　遵义市总工会经保部部长

王建新　安顺市总工会职工服务帮扶中心主任

曾明祥　普安县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刘　松　贵州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

朱小云　遵义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周贵宝　黔西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黔西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

马丽娟　贵州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银红　贵州麒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云南省

方瑞兴　曲靖市麒麟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　冕　大理市总工会组织宣传教育部部长

杨幼虹　昆明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

邓　奎　云南北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利坪　云南高利坪律师事务所律师

梁小龙　云南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蒲禹岑　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廖庆生　云南瀛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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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索　珍　西藏林芝市司法局普法办四级主任科员

其　美　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律师

郑继强　西藏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温友春　西藏子产律师事务所律师

陕西省

殷　霓　陕西省国防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

段晖丽　渭南市总工会经济法律保障部部长

吴泉欣　延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工会主席、副支队长

吴申深　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干事

李志山　陕西省律师协会公益与法律援助工作委员会主任、陕西合恒律师

事务所律师

冯　宇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律师

宋林科　陕西宋林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魏新峰　陕西泰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甘肃省

武　兵　甘肃省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汪转霞　甘肃省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公职律师

马世元　临夏州总工会经济法律保障部副部长

杨梅元　古浪县总工会干部

樊亚超　庆阳市总工会公职律师

王占永　甘肃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四级主任科员

强　琴　甘肃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彭建霞　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青海省

包敏雯 西宁市总工会派驻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群团服务站副站长(工会委

员会副主任)
王军莉　海东市总工会帮扶中心干部

刘　滢　西宁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科长、西宁市律师协会秘书长

张志宏　西宁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马生海　青海松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元龙　青海河湟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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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京　泰和泰(西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宝年　青海普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

梁　冰　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

路　杰　银川市西夏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

梁冶平　吴忠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吴成珠　中卫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干事

程建斌　宁夏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信访办负责人

马英勇　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祁丽萍　宁夏马瑛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桂花　宁夏众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路新萍　昌吉州阜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周　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阿克苏地区办事处党组书记、副主任

陈鹏宇　察布查尔县总工会维权、组宣室工资协商指导员

高　燕　阿勒泰地区工会干部

李白良　新疆元正盛业(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袁红军　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栾作虹　新疆瓜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李新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曹懂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科副科长

王　雪　新疆叶尔羌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　丽　新疆函育律师事务所律师

(此件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司法厅(局)、律师

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律师协会)

　抄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2022年1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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