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及职务
1 丁炜 山东旭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 于昕晖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3 马凤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4 马振英 山东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5 马群 山东鲁拓律师事务所
6 王长东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
7 王刚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8 王传政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9 王延锋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
10 王会永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11 王岩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12 王学良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13 王建业 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
14 王显玉 山东鲁拓律师事务所
15 王洪伟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
16 王勇 山东康桥（枣庄）律师事务所
17 王莎莎 山东旭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8 王晓静 枣庄诚信税务师有限公司
19 王雅琴 山东振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 王鹏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
21 王静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22 王霞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23 牛爱芹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24 尹涛 山东旭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25 卢春颖 枣庄市欧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6 田淑始 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
27 冯克法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28 冯莹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29 吕洪果 济南中合合规研究院
30 朱士刚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31 任衍超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32 刘广涛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33 刘传兴 山东中亿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34 刘坤 山东兴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35 刘尚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36 刘荣渊 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
37 刘威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38 刘勇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39 刘慧洋 北京市冠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40 池成舟 枣庄国正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1 许林 枣庄诚信税务师有限公司
42 孙小平 山东建硕律师事务所
43 孙天峰 济南中合合规研究院
44 孙亚平 鲁南（枣庄）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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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孙丽君 山东旭诚税务师税务师有限公司
46 孙法明 山东省惠生税务师事务所
47 孙柏文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48 孙艳军 山东祺博律师事务所
49 李丹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50 李吉伟 山东省惠生税务师事务所
51 李秀霞 枣庄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2 李兵 枣庄诚信税务师事务所
53 李君友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54 李松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55 李金辰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56 李涛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57 李琳琳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58 李辉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59 李辉 海南信汇科技有限公司
60 杨广升 山东滕国律师事务所
61 杨芹 枣庄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 杨荣军 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63 杨厚军 山东科圣律师事务所
64 杨海栋 山东守用律师事务所
65 杨清芳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66 杨慧颖 枣庄滕国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67 何贵遥 枣庄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8 何锡军 山东旭诚税务师税务师有限公司
69 谷艳 山东旭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70 辛国庆 枣庄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1 宋猛 山东正方土地房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72 张汉武 山东赞国律师事务所
73 张成龙 山东滕达律师事务所
74 张传艳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75 张秀娟 枣庄学院
76 张坤 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
77 张洋 山东明公律师事务所
78 张峰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79 张琦 枣庄市汽车行业协会
80 张辉 山东顺同律师事务所
81 张磊 山东建硕律师事务所
82 陈文兰 中环建（北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83 陈立云 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84 陈永杰 山东鲁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85 陈传启 枣庄学院
86 陈孝东 山东鲁拓律师事务所
87 陈晨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88 邵明真 山东康桥（枣庄）律师事务所
89 范光杰 山东诺善律师事务所
90 金雪莲 山东诺善律师事务所
91 金辉 山东金罡律师事务所
92 周利利 枣庄双润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93 周荣月 山东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94 周慰 枣庄学院
95 郇长杰 济南中合合规研究院
96 郑有德 山东德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97 郑均喜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98 宗志 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
99 孟阳 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
100 孟祥臣 山东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01 孟德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102 赵伟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3 赵恒 山东大学 法学院监察法治研究中心
104 赵樱泽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滕州新兴北路证券营业部
105 郝坤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106 胡顺奇 枣庄学院
107 钟正正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108 钟赫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9 种法强 山东旭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110 姜先良 济南中合合规研究院
111 姜智培 山东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12 秦广斌 山东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13 秦元洙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114 耿军 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
115 耿道君 山东旭诚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16 索建国 北京圣运（上海）律师事务所
117 贾广飞 山东顺同律师事务所
118 倪涛 山东兴安资产评估公司
119 徐广立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120 徐刚 山东古运律师事务所
121 徐斌 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

122 徐鹏 山东善国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23 殷倩倩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124 高丽 枣庄信可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25 高明 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
126 高荣华 枣庄诚信税务师有限公司
127 高德诗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128 郭玮炜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129 郭法宏 山东鲁拓律师事务所
130 陶红利 山东顺同律师事务所
131 黄元庆 山东鼎赢律师事务所
132 崔宏亮 山东旭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3 崔常松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
134 彭润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135 董伟 山东君雅律师事务所
136 董岩 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
137 董越 山东舜天（枣庄）律师事务所
138 蒋洪 山东省惠生税务师事务所
139 韩大鹏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税务局
140 韩科峰 枣庄学院



141 程留宝 山东康桥（枣庄）律师事务所
142 路明 山东振鲁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43 鲍家振 山东金尊律师事务所
144 褚庆骞 山东忠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145 颜道羽 枣庄市科技局
146 颜路 山东兴安资产评估公司
147 潘文娟 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
148 潘顺 枣庄学院
149 潘健 山东旭悦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50 薛冰天 山东鲁拓律师事务所
151 戴金田 山东兴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