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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成立
本报记者 肖芳

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
服务团组成

总团团长：戴彦朝 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
长

总团副团长：邓 雄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吴哲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曹海文 西宁市恒源公证处主任
祁建忠 西宁市夏都公证处主任
董博俊 西宁市律师协会会长
总团服务地点：西宁市法律援助中心（城

中区教场街10号）6142491
总团办公室：西宁市司法局律师公证管

理处（城西区西川南路139号）6142518
办公室主任：邓雄 市司法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办公室副主任：张志宏 西宁市法律援助

中心主任
刘滢 市司法局律师公证管理处处长
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电

话：12348
城东区分团

分团服务地点：城东区法律援助中心（城
东区东关大街72号）8110148

分团团长：杨存福 城东区司法局局长
分团副团长：周华 城东区司法局副局

长
工作站：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

中路港欧东方花园189-37号）8117118
站长：王延辉 13897662828
城中区分团

服务地点：城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城中区
庄和路6号）8236019

分团团长：谢廷花 城中区司法局局长
分团副团长：何 宁 城中区司法局副局

长
工作站：青海卫方律师事务所（城中区城

南工业园区新城大道137号鑫润园别墅4号）
6519665

站长：张义13997338787
城西区分团

服务地点：城西区法律援助中心（城西区
同仁路46号）6150990

分团团长：沈永钢 城西区司法局局长
分团副团长：王明爱 城西区司法局副局

长
工作站：青海青唐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

四大街 37 号力盟步行街 3 号楼 1 单元 1202
室）8232302

站长：杜矛 13709782666
工作站：青海泰宏律师事务所（城西区秀

水路东湖宾馆3号别墅）7611192
站长：汪春虎 18797159900
工作站：青海尊悦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

四西路53号三榆西城天街B座19楼）6338111
站长：李峰 13519762222
工作站：青海捷传律师事务所（城西区西

川南路76号万达中心1号楼18楼）6133280
站长：韩伟宁 18797184245
工作站：城西区峥诚法律服务所（城西区

胜利路53号503室）6116225
站长：芦林俊 13709780363
城北区分团

服务地点：城北区法律援助中心（城北区
宁张路44号）5514790

分团团长：辛小春 城北区司法局局长
分团副团长：罗荣涛 城北区司法局副局

长
工作站：青海军辉良剑律师事务所（城北

区小桥大街6号楼2单元1165室）5123658
站长：郑绍辉 13709782516
大通县分团

服务地点：大通县法律援助中心（大通县
宁大路15号）2731551

分团团长：张玉仓 大通县司法局局长
分团副团长：钱慧山 大通县司法局副局

长
工作站：青海朔山律师事务所（大通县桥

头镇人民路85号供销联社4楼）2722294
站长：樊军信 13369712389
湟中县分团

服务地点：湟中县法律援助中心（湟中县
庄隆路5号）2236023

分团团长：陈付财 湟中县司法局局长
分团副团长：妥银文 湟中县司法局副局

长
工作站：青海镇海律师事务所（湟中县鲁

沙尔镇团结南路14号）2232255
站长：张永鹏 18697134886
湟源县分团

服务地点：湟源县法律援助中心（湟源县
建设西路31号）2434177

分团团长：范忠雄 湟源县司法局局长
分团副团长：张永兴 湟源县司法局副局

长
工作站：青海延辉（湟源）律师事务所（湟

源县城关镇滨河南路银河湾小区 53-4 号）
2438053

站长：祁增燕 13086270127

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
服务团各分团成员名单

城东区分团：

1.城东区法律援助中心（城东区东关大街
72号）

刘勇8110148 13195783092
2.青海省西宁市恒源公证处（城中区长江

路128号创新大厦20楼）
夏洪山 15309787199
3.北京市汉卓（西宁）律师事务所（城东区

昆仑东路15号中小企业创业园B区5楼）
齐远松17716009727
4.北京市汉卓（西宁）律师事务所（城东区

昆仑东路15号中小企业创业园B区5楼）
王常斌18697192393
5.北京市汉卓（西宁）律师事务所（城东区

昆仑东路15号中小企业创业园B区5楼）
赵立13997480453
6.青海松海律师事务所（城东区东关大街

54号索麻巷南口）
王贵平 13897636361
7.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港

欧东方花园189-37）
王延辉13897662828
8.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港

欧东方花园189-37）
刘璐13519732818
9.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港

欧东方花园189-37）
杨乔17709710396
10.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

港欧东方花园189-37）
张凌斐15809713321
11.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

港欧东方花园189-37）
张世宏15297121585
12.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

港欧东方花园189-37）
王浩13997153203
13.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

港欧东方花园189-37）
袁富学15709822275
14.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

港欧东方花园189-37）
谈有婷15297139602
15.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城东区湟中路

港欧东方花园189-37）
许龙飞18897057051
城中区分团：

16.城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城中区庄和路6
号）

徐静18909783469
17.青海省西宁市夏都公证处（城中区昆

仑中路79号百客大厦8楼）
牛予宁 13519756186
18.青海勤云律师事务所（城中区昆仑中

路101号1号楼）
王晶 18697230995
19.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城中区昆仑

中路79号百客大厦10楼）
赵生伟13897206198
20.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城中区昆仑

中路79号百客大厦10楼）
李惠15297196907
21.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城中区昆仑

中路79号百客大厦10楼）
赵琳18097337651
22.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城中区昆仑

中路79号百客大厦10楼）
李西京13086290755
23.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城中区昆仑

中路79号百客大厦10楼）
刘晓岐13099742072
24.青海徐晓同律师事务所（城中区昆仑

中路79号百客大厦10楼）
李荣堂13897287992
25.青海佳一律师事务所（城中区东大街1

号夜明珠服装城5楼）
郭超18797399301
26.青海佳一律师事务所（城中区东大街1

号夜明珠服装城5楼）
郭宗军13195762815
27.青海佳一律师事务所（城中区东大街1

号夜明珠服装城5楼）
何雷18397081682
28.青海佳一律师事务所（城中区东大街1

号夜明珠服装城5楼）
王士俊13997049281
29.青海卫方律师事务所（城中区城南工

业园区新城大道137号4号楼）
张义13997338787
30.青海卫方律师事务所（城中区城南工

业园区新城大道137号）
乔占军15597440986
31.青海卫方律师事务所（城中区城南工

业园区新城大道137号）
赵国荣13109720992
城西区分团：

32.城西区法律援助中心（城中区同仁路
46号）

孙安滨 13997098003
33.青海省西宁市夏都公证处（城中区昆

仑中路79号百客大厦8楼）
牛予宁13519756186
34.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城西区西关大

街130号青海银行18楼）
毛尊超13709725712
35.青海诺格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四大

街1号楼1单元1071室）
莫玉琴18609719663
36.青海言度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四大

街1号银龙商务大厦16层1615室）
吴炳文15897081945
37.青海言度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四大

街1号银龙商务大厦16层1615室）
李占财13997143128
38.青海观若律师事务所（城西区海湖新

区文成路安泰大厦东座23层）
麻吉阳18597011193
39.青海合仁律师事务所（城西区西川南

路76号4号楼24层12404室）
孔庆红13897492858
40.青海汇元律师事务所（城西区新宁路

28号紫恒大厦11楼）
刘阳13897639582
41.青海汇元律师事务所（城西区新宁路

28号紫恒大厦11楼）
王颜玲13007797099
42.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杨建宁13519704633
43.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谢治13086267381
44.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胡艳13897490366
45.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李雅琴13099776789
46.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李建文13997039002
47.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李晓丽13299753993
48.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曹志群13997136981
49.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张永虎13897604477
50.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范成孝13734639840
51.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勾顺杰15009712326
52.青海盛通律师事务所（城西区冷湖路

27号宁景苑商务中心10楼）
张启林13639765067
53.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城西区西关大

街46号纺织品大楼A座15层）
谢光华13099777710
54.青海润君律师事务所（城西区新宁路

19号夏都假日宾馆5楼）
刘晶15003668281
55.青海润君律师事务所（城西区新宁路

19号夏都假日宾馆5楼）
张堃15110952300
56.青海润君律师事务所（城西区新宁路

19号夏都假日宾馆5楼）
张雪冬15202552086
57.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城西区香格里

拉路2号丽晶公寓12楼）

苏小蝶18409786245
58.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城西区香格里

拉路2号丽晶公寓12楼）
刘婷婷13997488919
59.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城西区香格里

拉路2号丽晶公寓12楼）
马福存18809782869
60.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城西区香格里

拉路2号丽晶公寓12楼）
李洪顺13897464858
61.青海青唐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四大

街37号商业巷力盟步行街3号楼1单元20楼
1202室）

杜矛13709782666
62.青海青唐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四大

街37号商业巷力盟步行街3号楼1单元20楼
1202室）

韩建军13195760899
63.青海青唐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四大

街37号商业巷力盟步行街3号楼1单元20楼
1202室）

张善德13897202985
64.青海泰宏律师事务所（城西区秀水路

东湖宾馆3号别墅）
汪春虎18797159900
65.青海泰宏律师事务所（城西区秀水路

东湖宾馆3号别墅）
董胜志13139064985
66.青海尊悦律师事务所（城西区五四西

路53号三榆西城天街B座19楼）
李峰13519762222
67.青海捷传律师事务所（城西区西川南

路76号万达中心1号楼）
韩伟宁18797184245
68.青海捷传律师事务所（城西区西川南

路76号万达中心1号楼）
李俊英18797117861
69.青海捷传律师事务所（城西区西川南

路76号万达中心1号楼）
王文隽13897439721
70.城西区峥诚基层法律服务所
芦林俊13709780363
71.城西区峥诚基层法律服务所
李冬英13709769023
城北区分团：

72.城北区法律援助中心（城北区宁张路
44号）

祁秀明18097208435
73.青海省西宁市恒源公证处（城中区长

江路128号创新大厦20楼）
夏洪山15309787199
74.青海军辉良剑律师事务所（城北区小

桥大街6号楼2单元1165室）
郑绍辉13709782516
75.青海军辉良剑律师事务所（城北区小

桥大街6号楼2单元1165室）
劳剑萍18697259859
76.青海西羌律师事务所（城北区绣水北

路46号朝阳社区综合办公楼3楼）
白承志13709789703
77.青海西羌律师事务所（城北区绣水北

路46号朝阳社区综合办公楼3楼）
刘建成13897212151
78.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城北区生物园

区经三路62号金岸银座4号楼29楼）
杨文胜13909712736
79.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城北区生物园

区经三路62号金岸银座4号楼29楼）
宁渊15609711366
80.青海立詹律师事务所（城北区生物园

区经三路62号金岸银座4号楼29楼）
刘彬18609734416

81.青海豪剑律师事务所（城北区朝阳东
路物产大厦11楼）

庞守选13709717674
82.青海豪剑律师事务所（城北区朝阳东

路34号物产大厦11楼）
李永强13997177285
83.青海启晨律师事务所（城北区小桥大

街35号1单元151室）
李建北13997197840
84.青海启晨律师事务所（城北区小桥大

街35号1单元151室）
兰鹏18997480986
85.青海旭哲律师事务所（城北区宁张路

44号创业大厦8001室）
杨永伟13369710086
86.青海升茂律师事务所（城北区朝阳东

路34号物产大厦5楼）
张海春13997279817
87.青海升茂律师事务所（城北区朝阳东

路34号物产大厦5楼）
杨鐔宇13107550955
大通县分团：

88.大通县法律援助中心（大通县宁大路
15号）

马春英13195752970
89.大通县公证处（大通县宁大路 15 号 2

楼）
赵志宏13897510327
90.大通县公证处（大通县宁大路 15 号 2

楼）
童世平13107558058
91.大通县公证处（大通县宁大路 15 号 2

楼）
吴红艳13709712716
92.大通县公证处（大通县宁大路 15 号 2

楼）
李少云13997007946
93.大通县法律援助中心（大通县宁大路

15号）
王贵明13327647469
94.大通县法律援助中心（大通县宁大路

15号）
王桂兰13309780341
95.大通县法律援助中心（大通县宁大路

15号）
罗延红13997311310
96.青海展飞律师事务所（大通县人民路

供销联社三楼）
陈建生13997006529
97.青海展飞律师事务所（大通县人民路

供销联社三楼）
蒲应乾15297106320
98.青海展飞律师事务所（大通县人民路

供销联社三楼）
岳启胜15997076768
99.青海朔山律师事务所（大通县桥头镇

人民路85号4楼）
樊军信13369712389
100.青海朔山律师事务所（大通县桥头镇

人民路85号4楼）
马生福13997311776
101.青海朔山律师事务所（大通县桥头镇

人民路85号4楼）
李 英18909770456
湟中县分团：

102.湟中县法律援助中心（湟中县鲁沙尔
镇庄隆路5号）

刘晓红18935688709
103.湟中县公证处（湟中县鲁沙尔镇庄隆

路9号）
王作森18935688735

104.湟中县公证处（湟中县鲁沙尔镇庄隆
路9号）

安生昌18935688736
105.湟中县法律援助中心（湟中县鲁沙尔

镇庄隆路5号）
冶敬伟15597028611
106.青海镇海律师事务所（湟中县鲁沙尔

镇团结南路14号）
张永鹏18697134886
107.青海镇海律师事务所（湟中县鲁沙尔

镇团结南路14号）
严成德18297192468
108.青海镇海律师事务所（湟中县鲁沙尔

镇团结南路14号）
程启春13897268296
109.青海镇海律师事务所（湟中县鲁沙尔

镇团结南路14号）
孟丽英13997357887
110.青海镇海律师事务所（湟中县鲁沙尔

镇团结南路14号）
高军15597349389
湟源县分团：

111.湟源县法律援助中心（湟源县建设西
路31号）

杨维华15597062189
112.湟源县公证处（湟源县城关镇建设西

路31号）
李永芳15597105169
113.湟源县公证处（湟源县城关镇建设西

路31号）
谢寿萍15110969993
114.青海延辉（湟源）律师事务所（湟源县

银河湾53-4号）
祁增燕13086270127
115.青海延辉（湟源）律师事务所（湟源县

银河湾53-4号）
张万虹18797203310
116.青海延辉（湟源）律师事务所（湟源县

银河湾53-4号）
罗晓燕13897317562
117.青海延辉（湟源）律师事务所（湟源县

银河湾53-4号）
吴国财18797147545

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
服务团工作职责

总团工作职责：
牵头抓总、统筹协调，指导各分团开展生

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治宣传、法律服
务、法律援助、公证事项等相关工作.

分团工作职责：
（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积极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建设生态
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法规政
策理论；

（二）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大事务
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对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污
染防治、绿色发展等项目提供法律论证和建
议，协助审查有关的项目合同；

（三）为西宁市“高原绿”、“ 西宁蓝”、“ 河
湖清”和绿色产业、治理能力、绿色人文等六
大建设行动提供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

（四）在生态文明和环境建设法律事务上
建立绿色通道，广泛开展法律援助、公证和其
他法律服务；

（五）其他有关法律事项。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和省、市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精神，
扎实推进“一优两高”战略部署，为西宁市生态文明建设和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西
宁市司法局组建成立了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

成立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开展生态建设和绿
色发展的专项法律服务是司法行政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的具体实践，是
推进“两个绝对”具体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加强全市

公共法律服务建设和增强司法为民服务能力的有效载体。
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幸福西宁成长坐标，认真贯彻落实“一优两高”战
略部署，开展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等具体工

作。
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由总团和7个分团组

成。总团的服务地点设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具体负责绿色
发展公共法律服务的有关事项，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电话为12348。总团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牵头抓总、统筹
协调，指导各分团开展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治宣
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公证、司法鉴定、人民调解、公益诉
讼等法律服务。

为切实有效发挥西宁市绿色
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的职能和作
用，市司法局在组建服务团时建
立了市级、区级、律师事务所（基
层法律服务所）三级服务平台，市
级设服务总团，区级设服务分团，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设
工作站。其中，总团下设绿色发
展公共法律服务办公室和服务地
点，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律师公
证管理处，负责工作的对接协调
和服务指导，服务地点设在西宁
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绿色发展
公共法律服务相关事项，同时，开
通了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电话为12348，为绿色发展提供法
律咨询及法律援助服务。总团牵
头抓总、统筹协调，指导各分团开
展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法
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公
证、司法鉴定等相关工作。各分
团在总团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职
责分工开展具体的公共法律服务
活动，以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助
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壮大、
生态惠民持续丰富。各分团建立
的工作站是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
务最前沿、最基层单位，担负着相
关案件的具体承办、当事人法律
问题咨询解答等具体工作任务。
通过三级实体平台的建立，确保
西宁市绿色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
能够切实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今年5月18日、19日，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要自觉把经济
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
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
40 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
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迈上新台阶。随后，青海省及
西宁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也相
继召开，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王晓书记提出：全市上下要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忠实践行

“两个绝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当好全省全面落实“四个扎扎实
实”重大要求、加快“四个转变”、
实施“五四战略”的排头兵，不断
开创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
幸福西宁建设新局面！在全市上
下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会议精神、不断开创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
宁建设新局面的背景下，市司法
局及时组建成立了西宁市绿色发
展公共法律服务团。

成立西宁市绿色
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团
的背景

西宁市绿色发
展公共法律服务团
怎样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