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序号 姓名 性别 执业证号
律师事务所名

称
调解方向（专业领域）

执业起始
时间

联系电话 备注

1 江坤键 男 14510200610506702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06.01 13977692005

2 黄启航 男 14510201310437478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金融银行、公司法、建
设工程、人事劳动争议

等法律业务
2013.04 13977680508

3 黄光铭 男 14510201010234496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诉讼、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劳动争
议纠纷、房地产纠纷等

法律业务

2010.05 13877681055

4 邓方阳 男 14510200910846047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金融银行、民间借贷、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等

2009.06 18877615511

5 杨昌照 男 14510200910880686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金融银行、公司法、合
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等法律业务

2009.06 13517763338

6 覃其辉 男 14510200910742558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金融借贷合同纠纷、合
同纠纷、交通事故纠纷
等业务、其他非诉讼业

务

2009.07 15296257236

7 韩  明 男 14510200310389304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交通事故纠纷、人
身损害纠纷、建设工程

纠纷等法律业务

2003.09 13877684475

8 覃树仁 男 14510201010899152
广西桂百律师

事务所

公司法、合同纠纷、人
事劳动争议、建设工程

等法律业务
2010.04 1858759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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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钟方立 男 14510200910159289
广西桂百（田
林）律师事务

所

擅长公司、企业法律事
务的处理、侵权、合同
案件的仲裁和诉讼案件

的代理

2009.11 13977652098

10 梁锦达 男 14510200910763179
广西桂百（田
林）律师事务

所

金融银行、人事劳动争
议、公司法务、合同纠

纷等法律业务
2009.01 18977602499

11 农艳梅 女 14510201411922262
广西桂百（田
林）律师事务

所

债务纠纷、合同纠纷、
交通事故、建设工程、
人事劳动争议等法律业

务

2014.06 15878638907

12 马志林 男 14510201410436484
广西桂百（田
林）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纠
纷、债权债务纠纷、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劳动

争议等法律业务

2014.09 18007762799

13 田宗新 男 14510201410602491
广西桂百（田
林）律师事务

所

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
故、遗产继承、民间借
贷、 劳动争议、土地林
地、建设工程等法律业

务

2014.11 13517566848

14 李易团 男 14510201610103913
广西桂百（田
林）律师事务

所

土地、林地纠纷、人身
伤害赔偿纠纷等法律业

务
2016.03 18278602949

15 罗  宝 男 14510201610998968
广西桂百（田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6.01 18077670665

16 张  智 男 14510201010325891
广西智团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事纠
纷、债权债务纠纷、劳
动争议、工伤赔偿、公
司业务、行政争议、刑
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
事故责任赔偿纠纷等

2010.03 13877635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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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韦定彪 男 14510201810060443
广西智团律师

事务所

民商案件纠纷、合同纠
纷、婚姻家庭、债权债
务纠纷、民间借贷纠纷
、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
、劳动争议纠纷、刑事

附带民事等

2018.09 18977681221

18 蒙余安 男 14510200810366474
广西豪安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交通事故

2008.08 13977667676

19 吕长峰 男 14510201210971444
广西豪安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公司法务、

债权债务纠纷
2012.09 13097966799

20 韦正光 男 14510201210947900
广西豪安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公司法务、

债权债务纠纷
2012.01 13517563646

21 黄保成 男 14510199310435638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行

政争议

1993.01 13907768013

22 邓  荔 女 14510199511513920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保险合同纠纷、民间

借贷
1995.07 13907769246

23 黄业昌 男 14510200810122347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债权债务纠
纷、民间借贷、争地拆

迁、行政争议
2008.03 15878479705

24 黄宇平 男 14510200610143285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交通事故责任赔偿纠

纷

2006.02 18077615488

25 王清华 男 14510200610781465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建设施工合同

2006.01 1397760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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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杨  琼 女 14510201811037540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刑
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
事故责任赔偿纠纷

2018.06 15676742502

27 王保德 男 14510198110168132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工商税务、
票据期货、争地拆迁、

行政争议
1981.08 18977698875

28 陈长魏 男 14510199510629150
广西济文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债权债务纠
纷、民间借贷、争地拆

迁、行政争议
1995.05 13517566461

29 韦晓晶 女 14510200911972021
广西韦晓晶律
师事务所

工程建设、借款 2009.05 13977698676

30 陆宝剑 男 1451020091D707459
广西韦晓晶律
师事务所

法律顾问、公司法、工
程建设

2009.05 13507766619

31 周召中 男
14510199941025955

1
广西韦晓晶律
师事务所

刑事诉讼、买卖合同、
婚姻

1994.01 13977626668

32 曾  加 男 1451020091D848848
广西韦晓晶律
师事务所

刑事诉讼、借款、婚姻 2009.05 13657766448

33 班雁霞 女 14510201511902246
广西齐川（田
阳）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5.01 15977634440

34 李  乐 男 14510201810031915
广西齐川（田
阳）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8.05 15907760541

35 廖忠诚 男 14510201010669844
广西齐川（田
阳）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0.06 15878621534

36 周于飞 男 14510200810610014
广西凌盛（凌
云）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商

税务、票据期货

2008.01 1897764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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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麦志波 男 14510200810963204
广西凌盛（凌
云）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商

税务、票据期货

2008.01 13977688860

38 陈正宽 男 14510200810202714
广西凌盛（凌
云）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商

税务、票据期货

2008.01 15078675718

39 奚秀奉 女 14510201611379858
广西凌盛（凌
云）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商

税务、票据期货

2017.06 13471621525

40 陈仁创 男 14510201810027331
广西凌盛（凌
云）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商

税务、票据期货

2018.03 18607760490

41 覃  莹 女 14510201711670615
广西凌盛（凌
云）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商

税务、票据期货

2017.07 18677616986

42 江正勋 男 14510201810065953
广西凌盛（凌
云）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争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商

税务、票据期货

2018.11 1387760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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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黄振海 男 14510201310786142
广西齐川（乐
业）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3.11 13607768130

44 胡枝现 男 14510200710140703
广西齐川（隆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07.07 18977641123

45 黄奕臻 男 14510201610329240
广西齐川（隆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6.01 18177696522

46 罗天豪 男 14510201910142050
广西齐川（隆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9.11 15296213161

47 蒙志益 男 14510201110658648
广西知君（西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1.03 15296276816

48 陈  江 男 14510201710680734
广西知君（西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7.03 13768468674

49 黄誉珊 男 14510201110933200
广西知君（西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1.01 13768467975

50 陆其沙 男 14510201310716300
广西知君（西
林）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3.06 13807869918

51 梁  彬 男 14510200610706550
广西齐川（靖
西）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03.12 15077698864

52 郭秋燕 女 14510201911137380
广西齐川（靖
西）律师事务

所

人事劳动争议、合同纠
纷、建设工程、人身损

害等法律业务
2019.01 1557866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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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霍桂利 女 14510201811061146
广西中名（平
果）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征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
商税务、票据期货

2018.01 13481659455

54 韦良丽 女 14510201811061150
广西中名（平
果）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征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
商税务、票据期货

2018.01 13807864423

55 张光日 男 14510201810065947
广西中名（平
果）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征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
商税务、票据期货

2018.01 18977613007

56 何红云 女 14510201311667211
广西中名（平
果）律师事务

所

合同纠纷、婚姻家庭、
债权债务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征地拆迁、股
权纠纷、交通事故、工
商税务、票据期货

2013.01 18377691226

57 周云昌 男 14509199510766325
广西华胜（博
白）律师事务

所
民商事领域 1995.08 13807717583

58 范  誉 男 14509201810040583
广西华胜（博
白）律师事务

所
民商事领域 2018.06 13977184897

59 潘伟升 男 14514200810898691
广西安信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侵权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
2008.10 13087911393

60 郑学燕 女 14514201011584047
广西桂海天
（崇左）律师

事务所

股权纠纷、交通事故、
工商税务

2010.07 1373718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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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许慧博 男 14501199110765814
广西桂海天律
师事务所

贸易、投资、并购、房
地产、建筑工程

1991.09 13807801963

62 陈艳萍 女 14501199821769916
广西桂海天律
师事务所

合同纠纷、公司企业商
事纠纷、工程建筑房地

产、刑事
1998.07 13978876565

63 庞麟霁 女 14501201411632019
广西桂海天律
师事务所

合同纠纷、股权纠纷、
刑事辩护

2014.01 13367806290

64 陈炎坤 男 14501201610105109
广西桂海天律
师事务所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债权债务、合同纠纷
、劳动工伤、工程建筑
、刑事辩护、婚姻家庭

2016.05 18260895300

65 王少锋 女 14501199811749254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金融保险证券、婚姻家
事继承、合同纠纷

1998.10 13877126298

66 梁倩妮 女 14501201311491603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借款合同纠纷 2013.06 18022008903

67 章然艳 女 14501201011484371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及其他民事经
济纠纷

2009.06 13978682150

68 阳韦 女 14501200411748342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项目开发、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公司类纠纷

2004.05 13597110377

69 香海港 男 14501201510964198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公司、涉外 2015.02 18677166100

70 王秋明 男 14501201910113260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 2018.07 18070928609

71 王清水 男 14501201110604495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刑事辩护，行政诉讼以
及民商经济纠纷

2011.08 18776720600

72 何石 男 14501201010848354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金融、证券、保险、涉
外民商事类

2010.10 18677155825

73 郑秋娴 女 14501201911147298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金融、证券、保险、涉
外民商事类

2019.11 15295958722

74 黄禹晖 女 14501201811031015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及其他民商事纠纷

2018.05 18878998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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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覃豪曼 女 14501201811074708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金融类纠纷，合同纠纷 2018.12 17776002720

76 冯春丽 女 14501200711743831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劳动争议、民事纠纷等 2007.07 13978881436

77 王雯 女 14501201311144518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租赁合同纠
纷、金融借贷纠纷、财
产保险纠纷、家事纠纷

2013.01 15807711281

78 黎江 男 14501201910100288
广西欣和律师

事务所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租赁合同纠
纷、金融借贷纠纷、财
产保险纠纷

2019.07 15177100086

79 翁鸿权 男 14501201110447100
北京市盈科
（南宁）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婚姻家庭 2011.08 13978616258

80 黄元元 女 14501201511316140
北京市盈科
（南宁）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 2015.07 13687889896

81 陈辛 男 14501201720501610
北京市盈科
（南宁）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事 2017.10 18878781026

82 张海兰 女 14501201611286929
北京市盈科
（南宁）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事 2018.07 18877106161

83 刘秀清 女 14501201711318386
北京市盈科
（南宁）律师

事务所
民事 2017.03 18577045250

84 李念芸 女 14501201011923399
北京市邦盛
（南宁）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合同纠纷方向 2010.05 1840771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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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张君 女 14501201411111333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建设工程、房地产、金
融类案件

2014.04 13152658787

目前担任南
宁市良庆区
法院人民调

解员

86 谢莉莉 女 14501201811045389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民法、合同、婚姻 2018.07 15994366246

87
赵秦璟
羚

女 14501201811037630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

2018.06 18877381964

88 林雨悦 女 14501201911162511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民间借贷

2019.12 18260981553

89 张亚军 男 14501201910080512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 2019.01 15578195798

90 唐磊 男 14501201410348867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民商法、人身损害赔偿
、医疗纠纷

2014.08 13807719886

91 黄燕宁 女 14501201911137975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婚姻家庭纠纷 2019.10 13878186879

92 王丽 女 14501201611281026
广西广合律师

事务所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2016.10 18269186921

93 谢增彬 男 14501199410755337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交通事故、刑事辩护、
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刑事辩护
1994.01 13878843059

94 钟晖 男 14501201810049673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交通肇事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

2018.01 18978981865

95 唐铭 男 14501200710740328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交通事故
纠纷，建筑工程纠纷

2007.01 15878156566

96 欧永恒 男 14501201710011908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刑事辩护，民商事，婚
姻家事，继承纠纷 ，交
通事故

2017.01 13507871216

97 彭洪 男 14501199310756378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婚姻家庭
、合同纠纷、交通事故

1993.01 13907711699

98 杨素玉 女 14501201911142079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劳动工伤纠纷 2019.01 1527714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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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韦朝鸿 男 14501201210965443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2.01 18076552919

100 吴昕蔚 女 14501200411745356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刑事辩护，民商事纠
纷，婚姻家事，继承纠
纷，交通事故

2004.01 13978663695

101 周淑兰 女 14501200211737913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合同纠纷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2002.01 15277101957

102 卢国俊 男 14501199510271699
广西广来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合同纠纷
、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刑事辩护

1995.01 15078850234

103 胥军芳 女 14501200611982264
广西华志翔律
师事务所

金融、房地产、建筑工
程、海商、海事、民间
借贷等

2006.01 13507799186

104 王志新 男 14501201910088150
广西华志翔律
师事务所

债权债务、合同纠纷、
工程建筑

2019.04 13407709190

105 李言红 女 14501201811054675
广西华志翔律
师事务所

合同纠纷 2018.08 13878971101

106 黄春贵 女 14501201711276195
广西华志翔律
师事务所

民事 2017.11 18278990867

107 林剑生 男 14501198910759588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民商法、合同法、公司
法、建筑工程、房地产
投融资、企业收购、企
业重组、涉外法律、知
识产权

1989.12 13907866844

108 袁绍忠 男 14501199310216417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婚姻家庭
、建筑工程纠纷

1993.10 13878862522

109 郑武贵 男 14501199910768499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三产地的开发、运营；
公司企业涉法事务；破
产清算事务；水电建设
、运营事务

1999.05 13877198580

110 陆英 女 14501199311761213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1993.05 1380788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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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韦文清 男 14501199310740814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刑事辩护 1993.04 13607867672

112 王小飞 男 14501199310749066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行政诉讼、公司纠纷 1993.08 13977130833

113 郑武超 男 14501201210844861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公司法、合同法 2012.06 15277160358

114 林坚 女 14501200411769525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交通事故、
合同纠纷

2004.05 13877137722

115 覃健 男 14501201410673275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公司纠纷、合同纠纷 2014.09 13607714164

116 龙向阳 男 14501199010755304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民事纠纷、土地纠纷 1990.12 13877152476

117 胡运军 男 14501200210741819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公司纠纷 2002.06 13788512461

118 覃坚威 男 14501200910754981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民商法、合同法、公司
法、建筑工程、房地产
投融资、企业收购

2009.05 13978849030

119 王文利 女 14501201711472225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侵权责任纠
纷

2017.06 15296562141

120 沈慧 男 14501201810074684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 2018.12 15977759977

121 唐孔文 男 14501201610235770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2016.10 13978143605

122 刘根良 男 14501201510453168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合同纠纷、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刑事辩护

2015.6 18778771136

123 吴国胜 男 14501201810073654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公司法，建筑工程施工 2018.12 18577087678

124 黄珏铭 男 14501201910112970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合同纠纷 2019.08 17877982287

125 韦亚军 男 14501201310527774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纠纷、合同纠纷 2013.12 1390778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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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蒋江 女 14501201911088113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知识产权、婚姻家庭 2019.04 13977184442

127 覃阳 女 14501202211443477
广西纵华律师

事务所
知识产权、房地产、建
筑工程以及其它商事

2022.04 18777868021 曾任法官5年

128 邓宝华 男 14501200810454192
广西钧亚律师

事务所
婚姻、交通事故、房地
产、民间借贷纠纷等

2008.09 15077118090

129 黄莉 女 14501199511285293
广西钧亚律师

事务所
婚姻、交通事故、房地
产、民间借贷纠纷等

1995.09 18977166748

130 刘毅刚 男 14501201610470653
广西钧亚（桂
林）律师事务

所

工程承包、劳动人事、
交通事故、婚姻家事

2016.04 18078318006

131 肖和刚 男 14503200810213254
广西钧亚（桂
林）律师事务

所

民商事、公司法、建筑
与房产

2008.05 18877326068

132 陆朝忠 男 14501198710757800
广西钧亚律师

事务所
婚姻、交通事故、房地
产、民间借贷纠纷等

1987.09 18007712860

133 李庆华 男 14501201610823926
广西钧亚律师

事务所
婚姻、交通事故、房地
产、民间借贷纠纷等

2016.11 18907838568

134 吴周智 男 14501200510758997
广西万益律师

事务所
公司法、金融证券、合
同法、债权债务

2005.07 18077775068

135 郭建强 男
14501220171044406

0
广西万益律师

事务所

消费纠纷，保险纠纷，
相邻权纠纷，医疗损害
纠纷等

2017.08 18677193682

担任广西消
委会志愿律
师，南宁市
医调委调解
员

136 苏佳丽 女 14501201911099584
广西万益律师

事务所
房地产、合同法 2019.07 13471034886

137 王敏 女 14501201611900349
广西万益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事、银行信托，
公司法

2016.08 15278881707

曾任柳州市
婚姻家庭委
员会人民调
解员

第 13 页，共 15 页



138 赖健华 女 14501201811020358
广西万益律师

事务所
公司法、金融证券、合
同法、债权债务

2018.01 17877983231

139 韦家朝 男 1450120170010883
广西万益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事、民商事合同 2017.12 15777150425 兼职律师

140 陈之焱 女 14501201111729806
广西万益律师

事务所
公司法、合同法、债权
债务

2020.06 13907800321

2013-2017年
任防城港中
院，南宁市
青秀区法院
法官

141 左仁恳 男 14501199310745971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工民建、房地
产开发及商品房买卖）

1993.07 13878801750

142 农星准 男 14501199610769802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招标时投标、建设工程

、房地产
1996.10 13607712355

143 庾焕南 男 14501200610750580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建设工程 2006.03 13481065198

144 梁  嵘 男 14501200920758470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婚姻家事
2009.01 13877148611

145 陆誉中 男 14501201010530623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行政诉讼方向 2010.10 13407728518

146 刘少威 男 14501201510763049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建设工程 2015.07 18977199822

现任南宁、
柳州仲裁员

147 简佳桂 女 14501201811022585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婚

姻家事纠纷等
2018.02 15678831989

148 兰显刚 男 14501201910094689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刑事附带民事、劳动人

事争议
2019.05 17736644008

曾担任检察
官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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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张馨月 女 14501201911153970
广西同望律师

事务所

合同、与企业有关、与
公司有关、

合伙企业纠纷、与破产
有关的纠纷

2019.11 18587781559

150 郭道惠 男 14502201410597300
广西圣泰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刑事 2014.06 13978020033

曾担任法官
23年

151 王义勇 男 14502200710953067
广西圣泰律师

事务所
民事、经济、婚姻家庭

、劳动、行政
2007.06 13978025936

152 王建新 男 14502200510491400
广西圣泰律师

事务所
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2005.05 13978065782

153 薛年良 男 14502201310890000
广西圣泰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 2013.03 13607823498

154 高开华 男 14502199410902700
广西圣泰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 1994.11 13607728036

155 伍时健 男 14502200710304986
广西圣泰律师

事务所
民商事、刑事 2007.10 13768891853

156 韦华忠 男 14502200310451253
广西佳卓律师

事务所
民事 2003.01 18277268868

157 范跞 男 14502201210742282
广西佳卓律师

事务所
民事 2012.01 15577721985

158 戴志帆 男 14502200610728651
广西佳卓律师

事务所
民事 2006.01 13878233911

159 黄平 男 14502200010489154
广西佳卓律师

事务所
民事 2000.01 13978231900

160 莫伟贤 男 14502201710651675
广西佳卓律师

事务所
民事 2017.01 1897726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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