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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公布政府立法咨询专家库首批专家名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营造公

正透明、体系完备的法治环境，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法律

人才和智力保障，充分发挥立法咨询专家在政府立法中的积极作

用，市政府决定成立政府立法咨询专家库，现将首批 53 名专家

名单公布如下（按姓氏笔画排列，专家特长及意向参与立法项目

附后）： 

法律专家：王世贤、王永雷、王琳、孙雨寒、李冬锴、李亚

雄、李宏文、李增贤、李巍、肖拥群、肖玲、吴华（女）、余德

厚、宋永安、张晓辉、陈文锋、陈春江、陈柏静、周朝霞、郑芳

玉、姜涛、郭世超、陶玮玮、曹文、崔大同、符琼芬、韩燕、程

晓东、简慧渊、赫然、黎青艳、潘垂媛。 

其他专家：王天意、史江永、吉文军、孙勇、李珂、吴华、

沈淑萍、张浩、陈运春、林锋、周辉、郑丕贤、赵国刚、柯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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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宗发、黄少君、黄梅婷、曹玉芳、董承华、蔡丰旭、潘毅。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政府立法咨询专家库专家名单（法律专家） 
 

序号 姓 名 单位 从业工作及特长 意向参与立法项目类别 

1 王世贤 海南正益律师事务所 海事海商、经济金融、环境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民生服务、经济金融、
城市管理 

2 王永雷 金博大（海口）律师事务所 刑事诉讼、企业刑事合规 社会治安、民生服务、市场监管 

3 王琳 海口日报社 诉讼法、行政法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劳动和社会保
障、教育、社会治安、民生服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管、民商事诉讼
与仲裁、涉外事务 

4 孙雨寒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行政法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科技和工业、市场监管、园林和
环境卫生、应急管理、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5 李冬锴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 行政法、民商法 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经济金融、税务 

6 李亚雄 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 民事争议、行政纠纷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市场监管、交通运输 

7 李宏文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 
民事、行政、公司治理、贸易、房地产、投资、
金融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水务、科技和工业、住房和
建筑 

8 李增贤 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农业农村、科
技和工业、教育、卫生健康、社会治安、民生服务、知识产权、林业、
市场监管、园林和环境卫生、交通运输、水务、应急管理、医疗保障、
民商事诉讼与仲裁、涉外事务、经济金融、高新技术、进出口贸易、
海关、侨务 

9 李巍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行政法学、行政决策、立法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市场监管、水务 

10 肖拥群 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 政府法律顾问、建筑房地产、金融、知识产权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科技和工业、劳动和
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社会治安、知识产权、市场监管、园林和环境
卫生、水务、应急管理、医疗保障、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经济金融 



 

11 肖玲 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 
房地产、公司大型项目策划、投资并购、债务
重组等商事法律业务 

水务 

12 吴华 海南海地律师事务所 行政法、土地管理法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市场监管、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涉外事务、侨务、婚姻家庭 

13 余德厚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商法、行政法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农业农村、劳
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民生服务、市场监管、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经济金融 

14 宋永安 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 行政、民商、公司法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民生服务、市场监管、
医疗保障、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15 张晓辉 海南省律师协会 民商事、海商事、行政、非诉讼 发展和改革、劳动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16 陈文锋 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 行政纠纷、民事争议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市场监管、交通运输 

17 陈春江 中共海口市委办公室 司法制度 社会治安、司法制度、证据制度 

18 陈柏静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政府法律服务、企业法律顾问、ppp项目等非
诉讼业务，民商事诉讼、行政诉讼 

民生服务、园林和环境卫生、水务 

19 周朝霞 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 土地、税务，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 民商事诉讼与仲裁、涉外事务、经济金融 

20 郑芳玉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政府法律服务、立法 计划生育、征收、政府监督 

21 姜涛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民商法学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知识产权、市场监管、
应急管理、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22 郭世超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土地、规划、行政执法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社会治安、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23 陶玮玮 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 民商事 科技和工业 



 

24 曹文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民事合同、婚姻家庭 旅游和文化体育、民商事诉讼与仲裁 

25 崔大同 中共海口市委办公室 检察学、民商法 社会治安、水务 

26 符琼芬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政府法律服务、企业法律顾问等非诉讼业务，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婚
姻家事纠纷等民商事诉讼，以及各类行政诉讼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农业农村、科
技和工业、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园林和环境卫生、交通运输、
水务、应急管理、医疗保障、涉外事务、经济金融、高新技术、侨务 

27 韩燕 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 反垄断与反倾销、政府法律服务、政府立法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民生服务、市场监管 

28 程晓东 
北京浩天信和（海口）律师事务
所   

民商事和行政诉讼 民生服务、律师事务 

29 简慧渊 江西姚建（海口）律师事务所 建筑工程及房地产 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经济金融、住房和建筑 

30 赫然 海南师范大学 
法学理论、法学教育、法文化、行政法、知识
产权、法治社会发展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社会治
安、知识产权 

31 黎青艳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地方立法、政府行政、合规风控、争议解决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教育、卫生健
康、社会治安、林业、园林和环境卫生、交通运输、水务、应急管理、
医疗保障、侨务 

32 潘垂媛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政府法律服务、立法 发展和改革、民生服务 

 
 
 
 
 



 

政府立法咨询专家库专家名单（其他专家）  
 

序号 姓 名 单位 从业工作及特长 意向参与立法项目类别 

1 王天意 中共海口市委党校 社会学、政治学及公共政策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旅游和文化体育、
农业农村、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健康、社会治
安、民政服务 

2 史江永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 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经济金融 

3 吉文军 海口百佳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工程造价、会计、建筑
工程、市政工程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园林和
环境卫生、交通运输、水务、应急管理、高新技术、招
标投标、政府采购、工程造价、会计、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 

4 孙勇 
诗和远方（海南）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 

文旅和乡创产业、旅游地产、土地一级开发 旅游和文化体育、农业农村 

5 李珂 中共海口市委党校 党建、哲学 
发展和改革、旅游和文化体育、农业农村、教育、民生
服务、知识产权 

6 吴华 海南省建筑节能协会 
行政合同、国资国企改革、建设工程、资本市
场及发债、中小企业投融资 

发展和改革、旅游和文化体育、农业农村、知识产权、
园林和环境卫生、交通运输、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经济
金融 

7 沈淑萍 海口百佳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工程造价、会计、建筑
工程，市政工程 

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园林和
环境卫生、交通运输、水务、应急管理、高新技术、招
标投标、政府采购、工程造价、会计、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 

8 张浩 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给水排水技术、运营管理 水务、应急管理 

9 陈运春 海口市中医医院 医学检验 卫生健康、医疗保障 

10 林锋 海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生态环境工程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11 周辉 海口市燃气协会 城市燃气设计与施工 发展和改革、民生服务 

12 郑丕贤 海口市商务局 对外贸易、物流、产业、经济金融等 
发展和改革、农业农村、民生服务、交通运输、涉外事
务、经济金融、进出口贸易、海关、侨务 

13 赵国刚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合规治理，航空运输及关联产业法律
研究与实务 

 

14 柯晓龙
海南京润珍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科技和工业、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民生服务、
知识产权、市场监管、民商事诉讼与仲裁、经济金融、
高新技术 

15 段宗发
海口市统筹城乡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城乡规划管理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16 黄少君 海口市中医医院 中西医治疗呼吸系统、实体肿瘤疾病 卫生健康 

17 黄梅婷 海口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环境监测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18 曹玉芳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急性肺损伤、ARDS、急性农药中毒、脓毒性休
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卫生健康、医疗保障 

19 董承华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工委 
进出口商品检验，企业管理，工商管理，管理
科学与工程 

 

20 蔡丰旭
海口市统筹城乡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工程项目招投标 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招投标 

21 潘毅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 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