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省国资委系统法律服务专业机构库
入库机构名录汇总表

序号 所属地市 律师事务所

1 广州市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2 广州市 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

3 广州市 北京市观韬（广州）律师事务所

4 广州市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5 广州市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6 广州市 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7 广州市 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

8 广州市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9 广州市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

10 广州市 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

11 广州市 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

12 广州市 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

13 广州市 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

14 广州市 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

15 广州市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16 广州市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

17 广州市 广东固法律师事务所

18 广州市 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

19 广州市 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



序号 所属地市 律师事务所

20 广州市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21 广州市 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

22 广州市 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

23 广州市 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

24 广州市 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

25 广州市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

26 广州市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

27 广州市 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

28 广州市 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

29 广州市 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

30 广州市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31 广州市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

32 广州市 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

33 广州市 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

34 广州市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

35 广州市 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

36 广州市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

37 广州市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38 广州市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39 广州市 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

40 广州市 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

41 广州市 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

42 广州市 广东维永律师事务所



序号 所属地市 律师事务所

43 广州市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44 广州市 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

45 广州市 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

46 广州市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

47 广州市 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

48 广州市 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

49 广州市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

50 广州市 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

51 广州市 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

52 广州市 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

53 广州市 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54 广州市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55 广州市 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

56 广州市 广东众帮律师事务所

57 广州市 广东卓盛律师事务所

58 广州市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59 广州市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60 广州市 海南万里（广州）律师事务所

61 广州市 上海格联（广州）律师事务所

62 广州市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63 广州市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64 广州市 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

65 广州市 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



序号 所属地市 律师事务所

66 广州市 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

67 广州市 广东国智律师事务所

68 广州市 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

69 广州市 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

70 广州市 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

71 广州市 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

72 广州市 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

73 广州市 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

74 广州市 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

75 广州市 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

76 深圳市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77 深圳市 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

78 深圳市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79 深圳市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80 深圳市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81 深圳市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82 深圳市 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83 深圳市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84 深圳市 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

85 深圳市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86 深圳市 广东华协律师事务所

87 珠海市 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

88 珠海市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序号 所属地市 律师事务所

89 佛山市 广东龙浩律师事务所

90 佛山市 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

91 佛山市 广东泽康律师事务所

92 佛山市 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

93 韶关市 广东天行健律师事务所

94 韶关市 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

95 中山市 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

96 中山市 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

97 中山市 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

98 茂名市 广东诚挚律师事务所

99 惠州市 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