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直属律师事务所花名册
序号 所名 所址 负责人 手机 管辖 律师人数

1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五一路138号金钻世家B座

27层
潘水生 13906916176 福州市司法局 14 

2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鳌江街道鳌江路8

号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A1

座写字楼11层（1125）
金惠敏 13705003677 福州市司法局 26 

3 福建灜榕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三坊七巷塔

巷28号院落
叶道明 13905015179 福州市司法局 11 

4 福建华弘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国货西路318号英

惠大厦1007单元

（1406室）
林湖萍 13960916066 福州市司法局 18 

5 福建求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五一中路145号状

元楼B座403单元
林涛 13906905468 福州市司法局 13 

6 福建力群律师事务所
福州五一中路32号元洪花

园水仙阁2C
陈明辉 13850123228 福州市司法局 8 

7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222
号世贸茶亭臻园1座1单元

903室
郭东亮 13075830782 福州市司法局 13 

8 福建晓晔律师事务所
鼓楼区湖滨路66号中福西

湖花园南福楼7E
夏勇明 13905005112 福州市司法局 5 

9 福建华辉律师事务所福州市晋安区东二环泰禾城市广场3号楼1501单元
黄琛

郑新辉
13665012997
13559100195

福州市司法局 4 

10 福建义通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108

号屏东城2#1510室
高兴利 13763812121 福州市司法局 5 

11 福建至圣律师事务所
鼓楼区安泰街道817中路

41号新兴大厦2010室
谢长华 13328697128 福州市司法局 6 

12 福建亿阳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福新路315号市建

工大楼8层北向
夏伙仁 13705061153 福州市司法局 11 

13 福建秉峰律师事务所 南门古田路7号东升楼9层 陈恒峰 13705063158 福州市司法局 18 

14 福建齐贤律师事务所
鼓楼区北环中路131号时

代金典大厦3层
魏星 13509360731 福州市司法局 2 

15 福建佐佑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43号新

都会财经广场19BD1
郑庄 13799997878 福州市司法局 13 

16 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洋中街道广

达路438号双丰大厦11K
杨新华 13905005387 福州市司法局 15 

17 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五四路119号嘉信

大厦7楼
林灿泉 13509352555 福州市司法局 12 

18 福建法炜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43号

闽西大厦三层205室
林洪楠 13950280502 福州市司法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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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福建诚真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五一北路1号力宝

天马广场707
陈立伟 13809559180 福州市司法局 17 

20 福建文园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8

号天福大酒店1019-1020
郑天文 13799315888 福州市司法局 5 

21 福建金欧律师事务所
福州五四路19号国泰大厦

10层
陈成梁 13358276129 福州市司法局 3 

22
福建方圆统一律师事务

所
福州817中路宇洋中央金

地8层806
林辉 13905015003 福州市司法局 13 

23
福建世纪新安律师事务

所

福州市台江区茶亭街道八

一七中路与群众路交叉处

君临盛世茶亭地块八商业

综合楼24层23办公

黄伟 13705048881 福州市司法局 5 

24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

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3号
三盛国际东塔1707.1708

单元
程章毅 13960813983 福州市司法局 11 

25 福建康立律师事务所
福州五一路70号贸总酒店

466室
黄秋林 13705918217 福州市司法局 5 

26 福建万得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五一中路高桥大厦

10层1002单元
黄凯松 13706961793 福州市司法局 8 

27 福建通享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29号

超大大厦2层201室 李积忠 18705071990 福州市司法局 15 

28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

100号融侨中心18楼
许永东 13906937080 福州市司法局 26 

29 福建求拓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杨

桥路双抛桥一里新村1#8

层
江文通 13805059204 福州市司法局 6 

30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11号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办

公楼3层
刘国田 13960777688 福州市司法局 11 

31
福建天凯（福州）

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公园路

59-1号世纪金源大饭店公

寓1301、1302室
苏清枝 福州市司法局 8 

32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仓山区金祥路517

号金山海悦园1幢A-602
阮伟峰 13313755553 福州市司法局 19 

33 福建博图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68号
金源广场西区24层05、06

室
禹欢 13960780360 福州市司法局 3 

34 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道山西路2

号小柳新村22座5层 蒋金音 13960902868 福州市司法局 27 

35
福建天衡联合

（福州）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广达路108

号世贸国际中心10楼
林晖 13906915800 福州市司法局 19 

36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82号26号01单元
黄重取 13509363355 福州市司法局 16

lenovo
lenovo:
平邮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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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晋安区北环中路9

号恒通大厦7层701
柯志恒 13788879391 福州市司法局 20

38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晋安区华林路492

号金辉大厦2#楼9层GH区
熊标 13859015139 福州市司法局 12

39
上海建纬（福州）

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189

号凯捷大厦六层
林桢 13905918118 福州市司法局 25

40 福建臻永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梁厝路2号

华雄大厦13层  
林善彬

13107636364
13609592035

福州市司法局 10

41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

律师事务所

福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
B1号甲级写字楼

1201.1202.1203.1205室
陈建青 13960823737 福州市司法局 16 

42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前横
路169号盛辉国际19楼06-

10单元
陈景铭 13705944855 福州市司法局 18 

43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

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望龙

二路1号IFC福州国际金融

中心第2109、2110单元
吴建光 15980557635 福州市司法局 25 

44 福建旭鼎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仓山区万达写字楼

sohoC2座1715.1716室
林斌 13774547968 福州市司法局 15

45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湖东路152号中山

大厦A座28层
王满生 17689605930 福州市司法局 1 

46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古田路88号

华丰大厦8层
衷孙连 13950343121 福州市司法局 27 

47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东街92号中

福广场26层
郑为良 13805051501 福州市司法局 26 

48 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梅峰（洪

山）梁厝路1号华雄大厦3

号楼11层
何坚方 13906930306 福州市司法局 25 

49 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屏路192号山海

大厦11楼
周荣烈 13706988760 福州市司法局 23 

50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晋安区东二环泰禾

城市广场5号楼17层
林家棋 13509336668 福州市司法局 26 

51 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五四路210号国际

大厦5A
叶树春 13950293966 福州市司法局 14 

52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239

号物资大厦七楼
林峰 13950234300 福州市司法局 15 

53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华林路11号西湖宾

馆怡心楼南侧一层
程 浩 13906905175 福州市司法局 15 

54 福建华巍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八一七中路茶亭国

际24层北
林开华 13805065619 福州市司法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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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福建博世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省府路1号

金皇大厦十三层
童建炫 13506998446 福州市司法局 14

56 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花开富贵A座14E
张昆凯 13906926013 福州市司法局 13 

57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西路

282号建材大厦四层
陈书祥

83334080
13705030899

福州市司法局 13 

58 福建吴浩沛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

路158号环球广场1506#
吴浩沛 87808082 福州市司法局 12 

59 福建格律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华林路211号轻安

大厦十层A3
左平 87870457 福州市司法局 12 

60 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湖东路208号晓康

苑北楼1703——1704室
刘欣 13905001269 福州市司法局 9 

61 福建共与和律师事务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上

大道276号仓山万达广场

C4-602室
姚银生 13705920782 福州市司法局 7 

62
北京地平线（福州）

律师事务所所
福州市六一中路106号榕

航花园2座9-10层02单元
郑小琳 13906909201 福州市司法局 15 

63
福建天泽广业律师事务

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8

号环球广场A区26层
刘怀中 13705054409 福州市司法局 5 

64 福建锐熙律师事务所

福州市鼓楼区井大路龙山
巷32号龙山新村301、302

、303、801、802、803单
元

林福亮 13705006879 福州市司法局 12 

65
上海澜亭（福州）律师

事务所 福州市台江区江滨西大道100号融侨中心22层滕风武 13950435881 福州市司法局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