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19年度第三期第一批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面试考核合格公示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实习证号
所在实习律师事务所 指导律师

申请职业
种类

受理时间   

1 王东亮 男 本科 13011801110050 福建宽达（福清）律师事务所 陈纪豹 专职 2019年5月7日

2 张逸 男 本科 13011801110056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叶磊 专职 2019年5月7日

3 张冠宇 男 本科 13011804110169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朱云海 专职 2019年5月8日

4 陈名才 男 本科 13011804110087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罗良 专职 2019年5月8日

5 陆儒飞 男 本科 13011801110124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蓝柏荣 专职 2019年5月8日

6 林长清 男 本科 13011804110119 福建臻永律师事务所 陈立斌 专职 2019年5月9日

7 王丽丽 女 本科 13011804210107 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 郑进禄、刘与日 专职 2019年5月9日

8 陈晴晴 女 本科 13011801210046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双阳 专职 2019年5月9日

9 甘淑英 女 本科 13011801210022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李丹 专职 2019年5月9日

10 袁磊 男 本科 13011804110168 福建吴浩沛律师事务所 吴浩沛、李峰 专职 2019年5月9日

11 黄书森 男 本科 13011801110033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梁秋华 专职 2019年5月9日

12 林锴 男 本科 13011804110172 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 李龙健、林明昭 专职 2019年5月9日

13 王向东 女 本科 13011801210064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陈智勇 专职 2019年5月9日

14 黄吴丽 女 本科 13011804210091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聂莉 专职 2019年5月9日

15 朱洲平 男 本科 13011804110081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程浩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16 柯琪 男 本科 13011801110084 福建青翰律师事务所 俞建明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17 林钰玫 女 本科 13011801210023 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 潘淑英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18 李佳煌 男 本科 13011804110158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潘海涛、黄小良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19 马红福 男 本科 13001606110602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赖纲超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0 叶思遥 男 本科 13011804110151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钟永元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1 钟凯 男 本科 13011801110090 福建光榕律师事务所 谢端门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2 郑榕星 女 本科 13011801210051 福建天月律师事务所 陈文、林鎧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3 林仁芳 男 本科 13011801110058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林星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4 刘楠楠 男 本科 13011801110035 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 陈本鹤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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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陆丽艳 女 本科 13011804210167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杨瑞田、李茜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6 严萍 女 本科 13011804210146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周训彬、张荣山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7 潘越琳 女 本科 13011804210170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 黄清枝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8 林卫贤 男 本科 13011801110062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 江一泓、黄清枝 专职 2019年5月10日

29 刘荣燕 女 本科 13011804210166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颜隆海、嘉萃 专职 2019年5月11日

30 吴华金 女 本科 13011804210077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吴接赟、王宇亮 专职 2019年5月11日

31 吴孟欣 女 本科 13011801210071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少芬、刘付清 专职 2019年5月11日

32 吴凡 男 本科 13011801110044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刘晟、江锋 专职 2019年5月11日

33 张心知 女 本科 1301180421010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胜、吴武萍 专职 2019年5月11日

34 郑斯鼎 男 本科 13011801110072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余健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35 叶立铨 男 本科 13011801110047 福建天月律师事务所 薛忠亮、林茂祥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36 陈文团 男 本科 13011801110069 福建天月律师事务所 林茂祥、薛忠亮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37 卞婕妤 女 本科 13011801210025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敏、林云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38 叶娟 女 本科 1301180421016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凌升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39 游梦平 女 本科 13011801210053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肖杰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0 刘裔汉 男 本科 1301180111003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明、欧阳灶文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1 陈婕 女 本科 13011801210029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颜世锦、陈捷渊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2 吴杰 男 本科 13011804110173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金贵、李伟征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3 张文英 女 硕士 13011801220057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胡绍全 兼职 2019年5月13日

44 庄伟锋 男 本科 13011801110032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陈支何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5 余芳妹 女 本科 13011804210111 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 李秀玲、沈宏杰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6 高爱芳 女 本科 13011804210136 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 陈本鹤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7 陈诚 女 本科 13011801210061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建青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8 胡孟灏 男 本科 13011804110134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郭峰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49 潘坚心 男 本科 13011801110074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郑文斐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50 刘雍 男 本科 13011804110125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刘国田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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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游杰 男 本科 13011801110122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檀文明、方草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52 林圣雯 女 本科 13011801210024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少芬、林俐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53 余海燕 女 本科 13011801210036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邱桂福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54 廖婵君 女 本科 13011804210154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马铁明、王坪 专职 2019年5月13日

55 李雅晖 女 本科 13011801210108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陈锦卿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56 张厚祺 女 本科 13011804210140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陈锦卿、李峰石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57 邓丽宾 女 本科 13011704210348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锦水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58 陈承煌 男 本科 13011804110131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胜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59 张文进 男 本科 13011801110068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魏斯文、方建锋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0 李毅强 男 本科 13011804110123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刘国田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1 郑帅 男 本科 13011801110082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皮惠英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2 谢莉莉 女 本科 13011801210088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李林锦、皮慧英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3 林云 女 本科 13011804210159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王逢俊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4 陈航 男 本科 13011801110027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许兆宁、翁智敏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5 朱国豪 男 本科 13011804110152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李金兴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6 李金荣 男 本科 13011804110153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李金兴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7 林思远 男 本科 13011804110093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林贤芝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8 何燕敏 女 本科 13011801210104 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 王岚生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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