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仲裁机构名称：南昌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MD8305009W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碟子湖大道 2109 号江西南
昌公交运输集团运营中心大楼 15 楼
法定代表人：张根水
组成人员： 张根水 邓辉 熊衍贵 张工 万忠明 万晓民
王华蓉 刘卫东 李井国 杨峰 吴文春 周卫众 徐安民
涂慧玲 雷虹
仲裁员（392 人）：万勇 万小明 万卫红 万艺娇 万兰珍
万发根 万里鹏 万君明 万春明 万胜全 万晓民 上官发清
马德才 王卿 王林春 王卓平 王袁生 王隆彬 王雅平
王善论 王新华 文秀梅 方世扬 尹波 尹蓉蓉 邓琳 邓辉
邓小斌 邓志宏 邓宜芳 艾建华 龙承先 史红雁 冯帆
兰卫东 成新生 朱冰 朱琦 邬建平 刘平 刘俊 刘之建
刘卫东 刘元魁 刘冬京 刘省辉 刘怒涛 刘新斌 刘慧婷
刘德福 齐进斌 江厚平 许玮 许赜 许龙江 严隆 杜红民
李平 李庆 李浪 李小平 李井国 李冬华 李光曼 李虎子
杨峰 杨小忠 杨爱中 杨爱林 杨德敏 肖波 吴少华 吴丹波
吴丽萍 吴萍 邱纪刚 何大年 余勇 余香成 余晓春 辛丽
闵武军 闵雨农 沈友砚 沈桥林 宋晓 张工 张红 张琴
张华宝 张志勋 张秀艳 张泽忠 张海水 张家卿 张祥勇
张雪强 陈晋 陈宾 陈小平 陈建中 陈绍辉 陈春龙 陈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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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玲 陈通华 苑德闽 林贻华 林剑平 林斌飞 郁士文
罗时贵 罗彦厹 周乐和

周兴武 周红炜 郑力音 郑秀明

赵南原 郝仕湖 胡彬 胡卫萍 胡鹏飞 胡耀明 战赢 段文海
饶智华 秦啸 秦守勤 敖翔 袁军 袁明圣 袁学军 袁祥渝
聂思痕 夏秀渊 顾文斌 顾兴斌 徐一新 徐光华 徐伟俊
徐安民 徐安江 徐炜茹 徐建章 徐思勤 徐梅峰 衷晟 高翔
郭平 郭顺平 唐星 涂书田 涂胜华 陶小泉 黄勇 黄华生
黄进生 黄胜开 黄筱蓉 龚美华 龚桂林 盛枫 常媛 章亮明
梁娟萍 彭明 彭雯 彭辉 韩曰辉 喻文 程琳 程锋 程电飞
程其能 傅国文 舒菁 舒伟斌 鲁建军 曾继武 赖政兵 雷虹
蔡文强 廖亮 廖军民 廖志青 漆思剑 熊军 熊萍 熊屯发
熊文彪 熊红安 熊进光 熊建新 熊凉捷 熊朗秋 潘永
潘菊华 鞠晓钟 付海平 饶赤明 龚国庆 周新华 李坚
查永忠 郑华萍 陈宏光 曹冬梅 章剑平 卜祥瑞 刁伟民
于磊 马楠 王芳 王莉 计永胜 司稳玲 匡爱民 刘克江
刘秀玲 李云 李巧菁 李成林 李京平 张玉贵 张冰 张拉柱
张修林 张烨 张群力 陈建昌 罗琼 赵红燕 赵彤 荆君望
侯成训 姚克枫 候海洋 高丽春 黄晋 康健 韩飞 楚方
翟业虎 戴振洋 张晓远 靳朝晖 王伟斌 王保国 方志刚
叶家平 刘宁 刘英明 刘炯 闫艳 孙民杰 李广益 李志强
李志强 李新立 吴华彦 吴俊 吴鹏飞 邹志强 宋仲春
张云燕 张振安 陈亚都 陈芸 陈敬根 邵兰兰 金斌 周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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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建 周知明 周雪爽 周晶敏 胡瞻 秦红 夏凌 徐寅哲
郭俊 唐仲慧 扈斌 游炯 谢晓孟 蔺捷 丁志军 董国庆
何利锋 王健 宋宗宇 庄玉友 张照东 甘勇明 闵三军
陈四新 范贤芳 周静 黄瑕 彭学武 胡余嘉 宁虹超 刘岩
姜述弢 吴红艳 张永泽 赵永光 马建国 李芊 何啸伟 庞萌
熊艳喜 魏玲 王葆莳 方拯 卢卫平 宁清平 李斌全 张新明
陈剑 戴勇坚 马健 王小君 尤泽亚 张内 张先庆 陈志亭
赵鸣 姜建成 姜宪明 席宗堂 曹力 偶见 樊荣禧 付兴刚
牟金海 郝海青 郭如新 李健君 王宝莅 石赐亮 李永然
吴光陆 张世洁 李鸿生 黄江天 梁景威 韦丽 许文杰
王一平 王文达 王华蓉 王春玲 王福春 石玲娟 龙成国
帅品峰 朱勇 刘波 汤轩东 李史遴 李军军 李茂军 吴中华
邱芳 何省华 邹晨 闵中林 汪红屏 张强 陈奇伟 范文平
欧阳林 周春明 郑刚 胡瑾 徐江帆 徐继红 徐锦刚 高岚
唐乐 黄曼 黄开莉 章耀民 揭保如 傅锋锐 赖小军 熊璐
熊吉梯 魏亮 董绪公
二、仲裁机构名称：九江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081451961M
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 99-5 号
法定代表人：祝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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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员： 朱建国（名誉主任） 祝先进 杨焱林 周文利
刘晖 毛再昌 冯小平 向前 李小平 李尚杰 钱钧 翁守泉
夏忠民 蒋立人
仲裁员（263 人）：徐文祥 刘英明 李娜 周水森 孙亚明
王守亮 陈永庆 周文利 夏忠民 宛锦春 方庆涛 刘明 林理
苏崎 索建国 张松生 李邦烈 曹钟安 张昌胜 罗放 叶双湖
李雷 陈潜 吴旭明 王丹虹 李德恩 吴凤 冷运江 陈红
偶见 彭先伟 石效群 徐礼云 李军政 俎晓彤 樊斌杰 向前
李玉玲 张韬 张乘风 邓泽华 汪旭鹏 吴远保 陈心欢
李光胜 杨锐 李志强 王三毛 吴干新 胡列普 陈长志
卢大云 石琴 童朋方 嘉海霞 尹宏 代威 余雯 郁红祥
胡俊 徐静思 李刚 刘志伟 周建树 于耀清 曹槐树 傅嘉绵
王助成 李菊萍 陈建国 郭兴隆 肖麟 朱燕 李强 王吉文
周新满 杨勇 肖彤生 李强 曹义孙 李小平 詹美勇 钱宙
樊长生 沈华明 丁刚 郭舒萍 梁文永 王晓军 雷海林
李志强 杨大望 潘高明 陈新章 黎建新 赵美珍 杨振文
程茂林 叶家平 朱星平 穆道林 王徐苗 巢亚军

颜康益

李晓闵 傅乐平 余佳奇 车参荣 赵可青 张冬静 朱义礼
朱树英 黄立平 陶磊 张志宏 廖祖全 冯骏 董更 黄贤文
万里涛 陶仕齐 余福生 蔡志伟 冷笑丰 宋云超 王庆卫
何啸伟 李美新 周时进 熊高潮 薛琦 冷界环 庄玉友 寿步
杨永 王忠华 张毅 黎登科 王莉 万俊锋 吴咸亮 张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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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吉平 顾东林 吴民 冯帆 李宏宇 简武 刘勇 熊艳喜
冷芬满 刘清香 钱钧 李元清 臧洪亮 周立斌 吴立宏
陈志亭 李洪灯 周东来 胡木生 丁跃庆 宋加宇 杨克龙
金斌 董绪公 肖万华 刘学锋 宛菊宝 辛焕章 陈际红
钟检长 张振安 刘金花 宫步坦 王宪法 陶仕马 魏飞
张学森 陈玲 李成林 戴宾 丁庆林 郑旻 张立忠 熊功友
王俊峰 黎凌 金树 沈国庆 董天夫 谭宏波 陶然 唐尤佳
何应伟 周升武 王芳 赵仕龙 谢路阳 李小磊 曹玉庆
范瑶瑶 蓝仑山 胡剑 赵讶利 徐立 董国庆 李元龙
崔健 唐传舟 董彬阳 陈再雄 周楷人 齐华修 廖永强
张太盛 刘冀华 蔡三忠 蒋大伟 罗江奇 汪政 蔡海宁
孔海飞 左北平 刘安炉 吴俊 刘国林 王迈水 包增春
李连连 孔一丁 李屏国 黄新发 邹毅 凌忠实 曹伟华
张鹏 刘艳晓 陈新泽 程鸿燕 刘晖 凌斌 徐家力 刘祖文
张宗平 胡余嘉 李君临 冯晓蜜 金玲玲 张波 刘四国
詹美永 林宁波 刘萍 龙亭伊 张祖峰 李智 张绍荣 王世良
杨军 赵福明 周升汉 王辉明
三、仲裁机构名称：景德镇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MD8308648M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西路 2 号名仕金座 9005
法定代表人：刘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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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员：刘德意 张和光 陈天助 朱新潮 龚小辉 李正兵
林浩飞 徐长生 欧阳寿阳 张少华 金坤阳 万小荣 金鹏光
郝海望
仲裁员（75 人）：何文东 陈生银 冯绍华 陈建华 黄红兵 许
春尧 吴安平 金娟 骆剑明 黄平水 王德发 余彩霞 占靖
缪飞翼 邵镇银 刘小勇 余东华 肖岚 张敏 陈天助 吴志华
郑立群 沈楚锋 曹春生 何再顺 谢九华 罗之煌 方永红
胡文萍 郝海旺 宋颖 江逸群 章燕靓 查旗营 付颖 邵后平
曾朝阳 江文华 熊玮 万小荣 彭剑 金晓红 张良华 杨志民
祝亚辉 洪俊彦 李辉来 曹晟 杜传杰 邵平 刘建民 段晓红
朱敏 高清华 施向东 董根田 刘春松 黄亦涛 张红英 张鹏
黄青洲 金鹏光 李俊 江少华 操保官 黎平 曹永安 陈秋霞
操武斌 赵宏宇 陈国和 程光来 郝丽芳 祝荣贵 姚永平
四、仲裁机构名称：萍乡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MD8305025J
住所：江西省萍乡市公园中路 97 号
法定代表人：王学良
组成人员：王学良 贺德清 张惠 叶继林 辜陆益 江苏波
李倩 张启才 郑钧 竺君灿 李学群
仲裁员（57 人）：万璇 王丽 王福成 文侃 文建 尹佳晓
卢运辉 叶勇 叶继林 叶琼穗 朱绍建 邬国亮 刘垂州
刘德晟 江苏波 李小勇 李希权 李建华 李建辉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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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勇 李瑞前 杨宇明 肖武斌 肖建萍 何腾云 余明亮
应维 张成全 张洪峰 陈文解 陈明 陈爱萍 林雪娇 林铠
郑仁华 单建明 胡鸣菊 胡媛娟 钟毅刚 贺文娟 晏计生
钱力 徐振武 黄山 黄良茂 崔元高 彭龙 彭华 彭勇
童安萍 曾丽萍 曾瑞莲 廖景春 熊强华 颜鹰 魏矅
五、仲裁机构名称：新余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MD8305033D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新余市渝水区竹山路 298 号 3 楼
仲裁员（68 人）：李卫民 张草根 胡春华 李华耕 黄韶勇
刘春华 吴平芳 李光辉 宋莉 刘刚平 晏毅 廖文霞 习余林
朱剑志 何俊秋 黄小青 詹慧珍 刘晓江 晏素平 吕新平
李春光 龚宇新 吴姗 彭永明 简剑光 周少明 付涛 甘小勇
杨武兵 吕寿金 简艳军 朱海顺 谌和平 田新衍 邱建华
刘艳军 张玉辉 罗桂芳 肖国庆 姚建 黄春岗 肖平 刘栩雅
简小勇 简慧渊 王文斌 胡炬 刘振华 龚玲 朱小云 陈华
简奇锋 邹小强 郭爱兵 傅小平 朱静炜 孙展业 张敏
彭世伟 江爱民 黄清平 梁富生 严洪波 华敏 马红星
陈永红 陈华军 周俊斌
六、仲裁机构名称：鹰潭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5816149317
住所：江西省鹰潭市商会大厦 22 楼
法定代表人：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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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人员：杜德春 余伟 姚耀庭 李爱珺 周永生 童晖
王小帅 张忠 周奋强 施建国 李光曼
仲裁员（54 人）：敖志和 陈峰 陈宝胜 陈光明 陈民寰
陈萍 蔡新玉 陈雅群 杜德春 郭建军 官振华 胡伟为
洪裕民 黄志斌 江长生 揭继勇 廖北林 卢发祥 李光曼
刘荣泉 罗旭

彭华为 宋鸣 邵有 童文德 田有赫 万发根

王建刚 吴军祥 王昆祥 吴文兆 吴雨胜 许国强 熊华祥
徐松武 薛建园 徐靖平 徐建章 徐云华 夏银良 于福兴
杨秋林 易淑英 余伟 姚耀庭 郑华 郑华萍 左金堂 张秋亮
朱少敏 周奋强 周永生 张忠 张志勋
七、仲裁机构名称：赣州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MD8305017P
住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 8 号市政中心北楼 209
法定代表人：钟健生
组成人员：钟健生 陈沐 钟彦 黄忠 钟亚平 肖烽 刘辅中
谢飞龙 黄泽军 朱日霖 黄晓东 杨晓斌 廖泽方 王雷
仲裁员（120 人）：钟健生 梁小军 钟斌 曾建生 廖泽方
王雷 陈海东 曹登润 丛国珍 罗金茂 赖虔干 张美星
甘传洲 钟心廉 曾位礼 杨世雄 黄晓萍 陈建玲 伍弟斐
钟文华 李锴 吴正信 郭庭杨 刘红生 范卫权 刘嫔
谢海琼 陈宝发 卢金山 华军 肖福灵 邓小林 刘锡卫
梁向阳 陈兰辉 曾新生 熊扬发 刘承余 吴玉晖 许献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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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剑 梁秀山 彭斌 郭涛 孙晓亮 陈瞻 黄富民 廖金林
郭维伟 宋雄昌 邓战华 何永泉 杨欣 张兆明 曾瑞林
钟建华 黄永海 罗学发 杨鹏 袁长城 王犹淦 曹孟明
赖木森 黄晓民 余祈友 曾繁明 肖章华 严林福 熊民莹
李华斌 曾令达 兰希桥 赖杨生 许明月 张国胜 肖烽
刘昌红 彭延斌 郭雷 唐丰喜 朱育梅 邱国梁 刘洪
刘和生 邓三保 黄斌 谢本生 罗维仕 钟志荣 王呈长
张月华 陈铭 朱书泉 李力军 金彩红 钟明元 谭剑
华俊斌 刘松林 陈联军 罗海琳 杨格 王华 张华 魏运科
孔令明 温世扬 曾祥生 钟群 刘褀荟 苏崎 黄栋 洪源树
李善淳 张少云 周新华 刘熹 付筱娟 姚乐 刘剑 黄小平
八、仲裁机构名称：宜春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094738929R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袁山西路 28 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孟军
组成人员：孟军 姜建华 李坚 聂火云 黄绍忠 南金乐
彭庚生 黄彩华 方萃 黄礼安 李庚生 汤萍
仲裁员（118 人）：黄付庚 胡维 黄军毅 辛焕章 甘雷
郭启荣 何德华 徐平 彭桂连 陈平宜 李坚 胡国强 熊辉林
钱玲 李桂英 易新涛 李春辉 周文茂 黎顺明 胡林龙
熊典桦 张文清 罗志辉 范广龙 游仁甫 邹江平 邹小湖
王洪平 吴俊军 黄新生 刘昕 况伟龙 鲍建华 许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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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富 张峰 熊进光 张振安 杨帆 熊灯华 周年根 易晓莲
黄绍忠 施远涛

汤萍 帅晓东 聂锦 熊德林 苗林 吕玉

丁志鹏 兰新华 郭磊 李光曼 喻文 黄智武 刘荣泉 乔欣
朱伟东 卜祥瑞 姚丽波 荆君望 王莉 李宏宇 曹鸾骁
姚克枫 张国印 彭先伟 张亚梅

刘艳晓 高丽春 张鹏

傅嘉绵 索建国 李广益 刘站尧 刘志伟 翟常波 周成建
王保国 张冰 金斌 张洁 周楷人 李志强（上海锐嘉科集团）
李志强（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杨永 偶见 齐华修 朱代恒
凌忠实 陈之明 董绪公 刘金花 冯骏 苏崎 胡余嘉 何应伟
何啸伟 万珏 姜云昭 刘岩 宋云超 高晓峰 柳世清 曾庆谟
张云利 梅茹彦 雷荧 罗金寿 孟军 朱孟春 喻金莲 周传华
钱冬根 庄玉友 陈万辉 黄富海
九、仲裁机构名称：上饶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558463266H
住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 26 号
法定代表人：张鸿星
组成人员：廖其志 余忠效 邵小亭 周平 滕琪 叶震春 占翔
蔡呈毅 詹远耀 叶和彬 詹晓华 赖声利 胡军太 刘荣富
刘荣泉 吴林彬
仲裁员（105 人）：蔡清平 蔡庆发 陈德良 陈国柱 陈鸿万
陈金标 陈锡全 陈晓禄 程荣富 戴华北 单六生 邓飞
董小华 高世荣 龚卫东 管洪辉 郭帮红 郭正桃 韩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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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学勇 黄鹤 黄先浩 江波 江红英 金天华 赖声利 兰建华
李光曼 李继炎 李剑平 李晴 李涛 李智勇 梁向忠 林文
林正华 刘剑敏 刘敬东 刘明亮 刘荣泉 刘移军 刘志高
卢水生 罗贤东 罗贤良 吕培涛 宁筱云 潘丽梅 邱鹣
饶明海 阮先红 寿益品 孙营 孙致华 汤宁 屠燕玲 万金苗
汪华兰 王爱民 王德荣 王金平 王胜标 王挺剑 王小虎
翁峰雨 翁叶涛 吴德君 吴良金 吴林彬 吴寿福 夏呈辉
夏春德 夏秀阳 熊进光 徐亨柏 徐特智 徐晓放 徐昕
徐元珠 叶阳 余达新 余正定 俞志 袁春华 詹瑞君 詹田均
占青松 张华宝 张婕 张伶伶 张颖 章新传 赵建敏 赵吴鸿
郑俊秀 郑铭亚 郑平 郑妍 郑银燕 钟霞 周双泉 周伟
朱白桦 朱剑端 祝和俊
十、仲裁机构名称：吉安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079034536N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城南崇文路工人文化宫 6 楼
法定代表人：杨群宝
组成人员：杨群宝 刘少之 金强 肖霓珍 欧阳晓安 肖相文
吴钢 罗彩萍 肖英熹 李建新 翟蔚兰 刘连庆 练继勇
仲裁员（62 人）：刘垣亮 王华 肖英熹 丁科文 吴建
古建群 曾海燕 刘连庆 蔡海燕 李月明 郭晓华 宋德均
熊小保 万丹 黄宗远 胡琼芬 饶华孙 邓寿华 肖航 胡吉生
王小江 胡国敏 傅飞辉 练继勇 欧阳晓安 刘志伟 曾传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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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春 罗彩萍 叶青华 李勇军 谢水云 周新兴 易有禄
李海军 王铁平 郭磊 邝宪平 郭文弘 何福伟 周成建
王世良 李志强 索建国 董国庆 王保国 苏崎 朱义礼
刘四国 权庆华 孔倩 李刚 陈建国 李成林 庄玉友
彭智健 刘小青 刘衍爽 讷建宏 刘惠贵 熊勇 康敏
十一、仲裁机构名称：抚州仲裁委员会
机构代码：35360000087118983Y
住所：抚州市规划展示馆 8 楼
法定代表人：郑大远
组成人员：周小平 罗大清 吴根福 黄仁祥 陈茂龙 张望
王培仁 陈胜德 付海平 赵庭平
仲裁员（58 人）：饶举元 陈振华 王培仁 黄智武 王彬
郑大远 郑平 谢荣生 李开文 熊斌 吴军明 谢邦安 邹小峰
汤小琴 黄晓明 江雁飞 刘俊 朱志权 谢青霞 戴茂华 叶波
付海平 周新华 饶赤明 陈茹 毛群凡 熊建文 吴金明
罗明华 李建飞 王胜平 章友华 廖志华 张海燕 王新奎
卢斌 张振安 吴根福 周享标 吴斌 黄璞琳 熊德友 刘文龙
龚国庆 邓文波 曾志宏 罗兴亮 张燕飞 吴瑞琳 李珊玲
颜式人 陈辉卿 戴建 高玮 涂妍妍 文竹 王武辉 熊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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