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19年度第四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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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瑞龙 男 本科 13011704110304 福建迅维律师事务所 郑起英 专职 2019年7月1日

2 蔡娟 女 本科 13011801210004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陈晓东 专职 2019年7月3日

3 柳梦楠 女 本科 13011806210177 福建合隆律师事务所 陈代隆 专职 2019年7月4日

4 陈仕鹏 男 本科 1301180611023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文进、薛文 专职 2019年7月5日

5 林佳佳 女 本科 13011806210213 福建仰高律师事务所 赖水娟 专职 2019年7月5日

6 康恩 男 本科 13011804110141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金荣 专职 2019年7月5日

7 邢明敏 男 本科 13011806110233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邱宏福 专职 2019年7月5日

8 郑皓瀚 男 本科 13011801110013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陈彬武、李荟 专职 2019年7月8日

9 徐小燕 女 本科 13011806210229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熊日华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0 王宏 男 本科 13011801110005 福建通享律师事务所 柯榕晖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1 兰朱 女 本科 13011806210214 福建仰高律师事务所 赖水娟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2 薛亮红 女 本科 13011801210040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钟飚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3 张晨晖 男 本科 13011806110211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钟飚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4 尹风 女 硕士 13011801210001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钱冠笛、王芳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5 马俊奇 男 本科 13011806110212 福建天灿律师事务所 唐民琼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6 柯晓颖 女 本科 13011806210182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邱宏福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7 邱清双 女 本科 13011806210186 福建东岸律师事务所 单强、章志强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8 高丽红 女 本科 13011806210174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郑永桂 专职 2019年7月8日

19 谢景涛 男 本科 13011806110187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宏起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0 夏雅珍 女 本科 13011806210184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悦峰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1 郭媛洁 女 本科 13011806210192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卓文彬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2 林玲玲 女 本科 13011806210216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蔡友玳、吴美艳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3 陈峻杰 男 本科 13011804110121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林柏冬、林晓晖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4 刘辉 女 本科 13011806210201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张金水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5 江婉容 女 研究生 13011806210223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陈捷 专职 201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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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姚家雄 男 本科 13011806110191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张昌忠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7 郑文洁 女 本科 13011806210190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李丹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8 周健 男 本科 13011806110194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卢姗姗 专职 2019年7月8日

29 章喆 女 本科 13011806210178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温玉发、王彬 专职 2019年7月8日

30 陈胜辉 男 本科 13011806110228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滕乐群 专职 2019年7月8日

31 王先恩 男 本科 13011806110217 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 孙庆洪 专职 2019年7月8日

32 吴昌豫 男 本科 13011806110205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谭勇 专职 2019年7月9日

33 刘译典 男 本科 13011801110012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周全 专职 2019年7月9日

34 刘兆蓉 女 本科 13011806210485 福建熹平律师事务所 李佳 专职 2019年7月9日

35 徐传秋 女 硕士 13011704210385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莘红 专职 2019年7月9日

36 金方炼 女 本科 13011804210145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卢健、张迪 专职 2019年7月9日

37 何晓伦 男 硕士 13011801120003 福建学恒律师事务所 林魁 专职 2019年7月9日

38 郑晨凯 男 本科 13011806110188 福建向高律师事务所 陈景云、魏乐和 专职 2019年7月9日

39 林婷 女 本科 13011804210150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马榕辉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0 周建云 女 本科 13011801210128 福建合众天成律师事务所 陈琳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1 黄一忠 男 本科 13011704110217 福建康立律师事务所 黄秋林、江光生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2 洪锦 男 本科 13011806110175 福建闽君律师事务所 唐建景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3 陈丽丽 女 本科 13011806210202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吴刚、郑媛媛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4 罗云香 女 硕士 13011804210143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雄英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5 薛晓琴 女 本科 13011806210200 福建三祥律师事务所 梅新生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6 官紫云 女 本科 13011806210196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叶道明、陈志育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7 张雪 女 本科 13011804210171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叶道明、罗义炜 专职 2019年7月9日

48 陈梅芳 女 本科 13011806210232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嘉萃、张宇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49 庄振忠 男 本科 13011801110021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温长煌、方建华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0 林熙庭 女 本科 13011804210149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海光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1 吴昌昭 男 本科 1301180611203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卢木明、吴亚娟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2 黄睿 男 本科 13011704110289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陈龙其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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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冯翔 女 硕士 13011801220011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曹文安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4 何莉 女 本科 13011801210110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李芳妮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5 黄志东 男 本科 13011704110279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柯兆彬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6 汪存兴 男 本科 13011806110180 福建建达（马尾）律师事务所 林达国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7 姚正宇 男 本科 13011801110116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陈栋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8 王羲 男 本科 13011806110235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刘德和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59 林丽丽 女 本科 13011806210208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陈文飞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60 刘子宽 男 硕士 13011806110231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林伟、方建华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61 林皓伦 男 本科 13011804110147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邓志煌、夏小莉 专职 201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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