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19年度第三期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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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成 男 本科 13011801110126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立新、黄发坦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2 黄婷 女 本科 13011801210100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柯伟强、邱凯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3 王海滨 男 本科 13011801110073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利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4 李清 女 本科 1301801210028 福建群韬律师事务所 李伟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5 林圣彬 男 本科 13011801110066 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 王荣坚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6 陈煌 男 本科 13011804110130 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 陈钦、陈晨星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7 陈航 男 本科 13011801110054 福建向高律师事务所 林纯全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8 林燕 女 本科 13011801210010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江雄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9 黄国斌 男 本科 13011801110060 福建诺鲁律师事务所 刘朝模、卢祥华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0 陈钰滢 女 本科 13011801210080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陈国伟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1 陈谐波 男 本科 13011804110105 福建求拓律师事务所 郭彤、吴群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2 杨巧玲 女 本科 13011704210232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余洪调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3 范祖丽 女 本科 1301180421016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叶宗林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4 王成勉 男 本科 13011801110042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张辉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5 魏垂健 男 本科 13011704110219 福建青翰律师事务所 俞建明、王慕姬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6 郭彩凤 女 硕士 13011804210142 福建方圆统一律师事务所 史正 专职 2019年5月14日

17 倪福明 男 硕士 13011804110160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杨海娟、周训彬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18 翟洪春 女 本科 13011704210301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肖江华、黄琳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19 陶菁 女 博士 13011704220179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马耀、陈学谦 兼职 2019年5月15日

20 吴立增 男 博士 13011704110364 福建通享律师事务所 林丰夏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1 林志鹏 男 硕士 13011804110083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郑学平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2 张秀珍 女 本科 13011804210148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林连治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3 江丽如 女 本科 1301180421011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尤虹、陈园园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4 王玲霞 女 硕士 1301170421028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少珠、江安南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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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金霞 女 本科 13011801210055 福建建达（马尾）律师事务所 林达国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6 吴天桂 男 本科 13011704110342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郭剑、郑文华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7 杨美娟 女 本科 13011704210149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李希友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8 陈夏宇 男 本科 13011801110063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黄榕城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29 许瀚林 男 本科 13011804110137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曹卫、佘春香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0 黄锦湘 男 本科 13011704110125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肖彤生、叶礼鑫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1 姚海玉 女 硕士 13011704210300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祝艳勤 法律援助 2019年5月15日

32 游锦玉 女 本科 13011804210165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国靓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3 陈海涛 男 本科 13011804110075 福建司安律师事务所 吴思安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4 陈丽燕 女 本科 13011804210133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洪序耿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5 杨臻 男 本科 13011801110114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陈书祥、林霆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6 陈灵楠 女 本科 13011804210129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曾福新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7 连以文 男 本科 13011801110037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严孙伟、林金凤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8 陈学端 男 本科 13011804110156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张金水、陈学龙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39 叶桐林 男 本科 13011804110127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滕乐群 专职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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