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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市律师协会

营律发〔2020〕3号

营口市律师协会关于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捐款的单位和个人表扬的通报

各律师事务所、全市律师：

今年新春，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席卷而来，在这场特殊的

战役中，牵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大疫无情，大爱无疆！全市

律师心系疫区，响应号召，积极行动，慷慨解囊，为抗击疫情

奉献爱心，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营口律师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

命担当！

在辽宁省律师协会和营口市司法局党组的倡议下，营口市

律师协会立即发出捐款倡议书，倡议全市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勇

担使命、积极行动，共克时艰、驰援湖北，为抗击疫情尽一份

绵薄之力。截止 2020 年 2 月 13 日，全市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

律师协会秘书处和各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号召，纷纷



— 2—

献出爱心，共捐款 105599元。其中 79150 元汇款到辽宁省律师

协会，向湖北省司法行政系统捐款；公职、公司律师向营口市

红十字会捐款 8300 元；通过省律师协会女工委和婚家委、营口

市红十字会、盖州市红十字会、营口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

会、鲅鱼圈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鲅鱼圈区民建、鲅鱼

圈区基层委员会、西市区慈善总会、九三王选关怀基金会、韩

红基金、腾讯公益等多种渠道捐款 18149 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守望相助、共抗疫情。在疫情面前，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信心和勇气，更需要的是伸出温暖之手，

无论捐多捐少，捐出的是一份爱心，奉献的是一片真情。在危

急之际，你们的善举充分体现了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

家国情怀。为此，营口市律师协会决定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捐款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同时向你们表示诚挚

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希望受表扬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立新功。

营口市律师协会号召全市律师以先进为榜样，在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始终心系人民，主动作为，奉献爱心，为全面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 营口市律师事务所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捐

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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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营口市律师、律师协会秘书处和各律师事务所工

作人员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捐款名单

营口市律师协会

2020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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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口市律师事务所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捐款名单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00 元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0 元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辽宁绿洲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辽宁原知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辽宁中允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辽宁西方律师事务所 600 元

辽宁盛熙律师事务所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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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营口市律师、律协秘书处和各律师事务所工作

人员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捐款名单

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任丽梅 营口市司法局 500元

曹利民 营口市司法局 500元

赵延峰 营口市司法局 500元

刘畅 营口市司法局 500元

程从明 营口市司法局 200元

崔法栋 营口市司法局 300元

邵亮 营口市司法局 500元

戴明程 营口市财政局 500元

李威 营口市政府研究室 500元

迟书梅 营口市公安局 500元

马晨红 营口市公安局 300元

任文柏 营口市公安局 300元

于松 营口市公安局 300元

闫永禄 营口市公安局 300元

宋育霆 开发区公安局 200元

徐延戈 盖州市公安局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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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李伟昊 盖州市公安局 300元

姜旭珊 西市公安分局 300元

李勇 营口市行政审批局 300元

苏自红 营口市委政法委员会 300元

齐欣 营口市政府办公室 300元

张松 营口市市场监管局 300元

刘佳 营口市总工会 300元

林驷源 盖州市归州街道办事处 300元

赵晓军 大石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0元

张乐乐 营口市律师协会秘书处 200元

田维桢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0 元

曲武昌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500 元

马洪流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7000 元

罗义新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姚振海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郭静宇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500元

钟诚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孙志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马琳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500元

黄昆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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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王迪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500元

侯春梅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元

姜秀丽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元

鲍蕾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元

宫子婵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元

宋洋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元

李丹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元

黄荣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冰馨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美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元

宋晨霞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雪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元

于晓庆 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 100元

郭大华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2200 元

孙桂帅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高兴东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陈兆祥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何倩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吴香兰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孙洪旭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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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刘荟杰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王长余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卢庆超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500元

栾林鹏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馨慧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玉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200元

吴铁娜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刘婷婷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李妍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张涛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吴昊洋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申琳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颖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李泽先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永亮 辽宁睿智（营口自贸区）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杨盛辛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刘育伟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崔石根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500元

朱迪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400元

赵经纬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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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林龙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200元

洪凤翔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300元

刘永革 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 400元

孙凤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 3500 元

杨微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 1500 元

杨微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 2450元护目镜

刘戈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 500元

刘玉辉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 200元

刘宇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 1050 元

尤静 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 299元

张忠卫 辽宁长弓律师事务所 200元

张勇 辽宁长弓律师事务所 200元

张敬 辽宁长弓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丽 辽宁长弓律师事务所 200元

李晓岚 辽宁长弓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高原 辽宁原知律师事务所 400元

金兰 辽宁原知律师事务所 200元

郭莹 辽宁原知律师事务所 200元

李慧 辽宁原知律师事务所 200元

徐小宇 辽宁原知律师事务所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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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姜玉蓉 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营口分所 500元

姚振龙 辽宁锦理律师事务所 500元

张金国 辽宁锦理律师事务所 200元

刘映雪 辽宁旭通律师事务所 500元

许中兴 辽宁旭通律师事务所 100元

孙阿馥 辽宁旭通律师事务所 100元

乔远志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6500 元

孙禹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康静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500元

何吉平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500元

战丽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500元

周百花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400元

任树光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200元

郑巧莹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200元

万双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凯雯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杨慧岩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100元

薛爽 辽宁瀛桥律师事务所 100元

张希文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崇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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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刘连庆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胡宇钊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杨华涛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孟丽萍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玫玫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殷鹏达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胡金泽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才文璞 辽宁辰州律师事务所 100元

吕朝辉 辽宁哲明律师事务所 2000 元

潘晓梅 辽宁哲明律师事务所 200元

全尚科 辽宁哲明律师事务所 200元

马俊 辽宁哲明律师事务所 200元

张宇航 辽宁哲明律师事务所 200元

刘石禄 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 200元

王辉 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 100元

顾卓 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新 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 100元

陈瑞江 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李学辉 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 100元

徐爽 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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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王震 辽宁维典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军威 辽宁维典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李森 辽宁维典律师事务所 100元

王旭 辽宁维典律师事务所 100元

邹晓慧 辽宁维典律师事务所 100元

刘爽 辽宁学思律师事务所 1000 元

曾光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500元

高真茹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500元

李玉环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张玉丽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房郁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纪有伟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张晓军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方立勇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赵世敏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杨天卉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苏珊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边玉红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300元

刘鑫宇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200元

商文艳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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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龚彩霞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200元

杨学然 辽宁元久律师事务所 100元

古洪全 辽宁元盛律师事务所 300元

刘杰 辽宁元盛律师事务所 300元

吴瑕 辽宁元盛律师事务所 300元

徐静 辽宁元盛律师事务所 200元

孙维远 辽宁元盛律师事务所 200元

肖军 辽宁圆明律师事务所 500元

高宏 辽宁圆明律师事务所 300元

王绪满 辽宁圆明律师事务所 300元

张晓晶 辽宁圆明律师事务所 300元

刘振东 辽宁圆明律师事务所 200元

吕云虹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700元

张志国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200元

孙继成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200元

田原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200元

朱宏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200元

张小琴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200元

张春玲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200元

刘秉衡 辽宁卓臻律师事务所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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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 位 捐款数额

张武先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500元

高志永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500元

葛占娟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700元

王向阳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200元

张家宽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200元

苏振宇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200元

杨仁成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200元

张玉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200元

曲文杰 辽宁百运律师事务所 200元

赵丽 辽宁悦如律师事务所 500元

刘长海 辽宁悦如律师事务所 100元

刘桂莲 辽宁悦如律师事务所 100元

张雪丽 辽宁绿洲律师事务所 200元

鲁付春 辽宁大千律师事务所 2000 元

马伟勋 辽宁大千律师事务所 200元

黄守军 辽宁大千律师事务所 200元

罗夕 辽宁昌赢律师事务所 500元

营口市律师协会秘书处 2020年 2月 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