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法学会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初评推荐结果 

 

一、全国法学会系统先进集体（84） 

北京市（3） 

北京市法学会 

北京市丰台区法学会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 

天津市（1）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学会 

河北省（2） 

河北省秦皇岛市法学会 

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法学会 

山西省（1） 

山西省太原市法学会 

内蒙古自治区（1）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法学会 

辽宁省（4） 

辽宁省法学会 

辽宁省朝阳市法学会 

辽宁省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 

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法学会 



吉林省（3） 

吉林省法学会 

吉林省辽源市法学会、 

吉林省法学会监狱法学研究会 

黑龙江（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学会 

黑龙江省大庆市法学会 

上海市（2） 

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法学会 

江苏省（1） 

江苏省南通市法学会 

浙江省（4） 

浙江省法学会 

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 

浙江省舟山市法学会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法学会 

安徽省（1）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法学会 

福建省（1） 

福建省南平市法学会 

江西省（1） 



江西省南昌市法学会 

山东省（2） 

山东省潍坊市法学会 

山东省法学会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 

河南省（4） 

河南省法学会 

河南省南阳市法学会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法学会 

河南省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湖北省（4） 

湖北省武汉市法学会 

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 

湖北省咸宁市法学会 

湖北省宜昌市法学会 

湖南省（1） 

湖南省衡阳市法学会 

广东省（5） 

广东省法学会 

广东省深圳市法学会 

广东省珠海市法学会 

广东省东莞市法学会 

广东省佛山市法学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3） 

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法学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法学会                                                                                                                                                                                                                                                                                                                                                                                                                                                                                                                                                         

海南省（1） 

海南省三亚市法学会 

重庆市（1） 

重庆市永川区法学会  

四川省（3） 

四川省法学会 

四川省绵阳市法学会 

四川省自贡市法学会 

云南省（1） 

云南省昆明市法学会 

贵州省（1） 

贵州省铜仁市法学会 

西藏自治区（1）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法学会 

陕西省（2） 

陕西省铜川市法学会 

陕西省法学会科技法学研究会 

甘肃省（1） 



甘肃省天水市法学会  

青海省（1） 

西宁市法学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法学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法学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法学会 

 

法理学研究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民法学研究会 

商法学研究会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 

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 



中国海洋法学会 

中国卫生法学会 

长江海商法学会 

财税法学研究会 

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 

法学教育研究会 

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 

法律文书学研究会 

证券法学研究会 

法治文化研究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二、全国法学会系统先进个人（153） 

北京市（4） 

雷建权      北京市法学会办公室负责人、社会工作部主任 

赵秀池（女）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 

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孙  红（女）北京市西城区法学会秘书长、西城区委政法委副调研员 

徐阳光      北京市破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破 

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天津市（2） 

王泽庆      天津市法学会地方立法学会副会长、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市人大立法研究所所长 



郝  磊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师范大学副院长 

河北省（3） 

穆伟利      邯郸市法学会会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群工部部长 

王  健      石家庄市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缪希骥      承德市滦平县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山西省（3） 

王晓瑾（女） 山西省法学会副秘书长 

苏  洁（女） 晋城市法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高启明       临汾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内蒙古自治区（2） 

汤向军      赤峰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旭军      内蒙古法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辽宁省（4） 

姜  涛      朝阳市朝阳县法学会会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张锐智（女）辽宁省法学会宪法学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辽宁省法学会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志强      本溪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孙静愚（女）丹东市东港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吉林省（3） 

何海源      吉林省法学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张启华（女）白山市靖宇县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 



任喜荣（女） 吉林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黑龙江（3） 

朱宝志      鸡西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胡  东      黑龙江省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会长、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党 

委书记 

冯向辉      黑龙江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市（3） 

施伟东      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杨  力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法学会非公经济研究会副 

会长 

陈炳泉      上海市松江区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江苏省（3） 

张可越      徐州市法学会秘书长 

李晓明      苏州大学教授、博导 

季秀平      淮阴师范学院法政学院院长、教授 

浙江省（3） 

董服明      浙江省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法治研究》杂志社社长、执行主 

编 

包奇涵      温州市法学会秘书长 

陈利强      浙江省法学会自由贸易园（港）区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安徽省（2） 

江家丰      铜陵市法学会秘书长、《铜陵法学》副主编 

汪  晖      安徽省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法学会学术专业 

委员会委员 

福建省（3） 

吴长乐      福建省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 

郑久强      宁德市法学会办公室副主任 

卓光榕      福州市长乐区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江西省（2） 

马玉福      赣州市法学会会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万  锦      抚州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综治办主任 

山东省（4） 

宋  诚      枣庄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宋一丁      聊城市法学会会长 

刘凤霞（女）滨州市法学会秘书长 

宋振武      山东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秘书长、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河南省（4） 

黄建中      河南省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省法学研究 

行业党委书记 

陈开富      新乡市法学会秘书长 

苏鸿娟（女）林州市法学会会长、林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乔金茹（女）河南省法学会律师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南财经政法 



大学律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湖北省（4） 

韩海顺      湖北省法学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周  玉      武汉市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 

刘  建（女）孝感市法学会秘书长 

陈  刚      荆门市法学会秘书长 

湖南省（2） 

李  翔      湖南省法学会主任科员 

谢世鸿      湘潭市法学会秘书长 

广东省（4） 

何桂复      广东省法学会副会长、《法治社会》副总编辑 

卢晓珊（女）广州市法学会副秘书长  

陈样新      汕尾市法学会会长  

薛晓光      广东省法学会副秘书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4） 

齐爱民      广西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广西民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 

院院长 

黎合泉      贵港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德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调研员 

林  焱（女）北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海南省(1) 

吴家杨      海南省法学会秘书处处长 



重庆市（3） 

江  松      重庆市南川区法学会办公室主任 

李雨峰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杨春平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四川省（4） 

罗  毅      四川省法学会办公室主任 

陈志锋      成都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史映平      巴中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 

廖成芳（女）乐山市夹江县法院研究室主任 

云南省（2） 

邵  强      云南省法学会会员部部长 

黄绍祥      怒江州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贵州省（1） 

李宗林      凯里市法学会会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西藏自治区（1） 

尼玛央宗（女）林芝市法学会秘书科副科长 

陕西省（3） 

张军良      宝鸡市凤翔县法学会会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岑长明      渭南市韩城市法学会秘书长 

黄  海      陕西省刑事法学研究会理事、省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处长 

甘肃省（3） 

苟永学      陇南市法学会专职秘书长 



丁  莉（女）甘肃省法学会主任科员 

张俊德      张掖市法学会专职秘书长 

青海省（1） 

特格斯      海西州政法委执法督导科副主任科员 

宁夏回族自治区（2） 

王启贺      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学会综合处处长 

张  伟      银川市法学会专职干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 

王  霞（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法学会党组成员、秘书长 

陈晓郁（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法学会秘书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 

杜  倩（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法理学研究会（1） 

李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学部委员 

宪法学研究会（2） 

张  翔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庆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行政法学研究会（1） 

熊文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立法学研究会同时推荐）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2）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王秀梅（女）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 

民法学研究会（2） 

王  雷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孟  强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商法学研究会（1） 

周林彬      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主任、教授  

经济法学研究会（2） 

肖江平      北京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研究员 

程信和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 

罗海敏（女）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熊秋红（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1） 

唐  力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1） 

肖永平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1） 

丁  丁（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1） 

谢增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2） 

秦天宝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竺  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同时推荐） 

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2） 

夏吟兰（女）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陈  苇（女）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1） 

张  平（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比较法学研究会（1） 

王志华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 

民族法学研究会（1） 

潘红祥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1） 

彭  莉（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犯罪学学会（1） 

时延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海洋法学会（1） 

吴继陆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法律与权益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中国卫生法学会（2） 

陈云良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晨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行为法学会（2） 



肖宝兴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助理 

杨  健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能源法研究会（1） 

陈兴华（女） 北方工业大学法学院法律系讲师 

航空法学研究会（1） 

郭俊秀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长江海商法学会（1） 

吴良志      武汉海事法院副庭长 

财税法学研究会（2） 

熊  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  治（女）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2） 

卓泽渊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 

竺  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同时推荐） 

法学教育研究会（2）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王  健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2） 

周小康      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  瑛（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1） 

吴爱民      哈尔滨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体育法学研究会（1） 

韩向飞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副处长 

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1） 

周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法律文书学研究会（1） 

袁  钢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副教授 

检察学研究会（1） 

陈  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联络部副主任 

审判理论研究会（1） 

杨立新（女）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 

银行法学研究会（1） 

苏洁澈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1） 

杨东霞（女）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证券法学研究会（1） 

郭  锋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法治文化研究会（2） 

侯欣一      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刘  斌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保险法学研究会（1） 

刘学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保监局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副局长 



警察法学研究会（1） 

化国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讲师 

立法学研究会（2） 

冯玉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熊文钊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学研究会同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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