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19年度第五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面试考核合格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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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律师执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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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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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时间   

1 何文 男 本科 13011801110052 福建怀司律师事务所 林建新 专职 2019年9月4日

2 魏寒晖 女 本科 13011801210059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张顺代 专职 2019年9月4日

3 谢漫芳 女 本科 13011801210043 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 张超、兰光华 专职 2019年9月4日

4 刘春春 男 本科 13011801110045 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 林更、郑旭东 专职 2019年9月4日

5 李钦 女 本科 13011806210215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颜世锦 专职 2019年9月4日

6 李秋芳 女 本科 13011808210267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王雨 专职 2019年9月5日

7 许华志 男 本科 13011808110284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刘敏峰 专职 2019年9月5日

8 李玮汉 男 本科 13011704110151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翁凡 专职 2019年9月5日

9 沈琳慧 女 本科 13011808210248 福建福兴律师事务所 陆其祥 专职 2019年9月5日

10 陈杰 男 本科 13011808110287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刘敏峰 专职 2019年9月5日

11 黄勇华 男 本科 13011808110286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王雨 专职 2019年9月5日

12 夏思静 女 本科 13011801210048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双阳 专职 2019年9月5日

13 江潇 女 硕士 1301170422017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凌 兼职 2019年9月5日

14 郑晓璐 女 本科 13011808210249 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珠英 专职 2019年9月5日

15 吴洪青 女 本科 13011808210239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李志强、王光勇 专职 2019年9月6日

16 刘珊珊 女 本科 13011808210252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吴光辉 专职 2019年9月6日

17 姚金华 男 本科 13011808110262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林旭佣 专职 2019年9月6日

18 廖林玲 女 硕士 13011801210039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王建文、张冬娟 专职 2019年9月6日

19 王铮瑛 女 硕士 13011808210291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上官翰清 专职 2019年9月6日

20 强晓捷 男 硕士 13011704120296 福建榕隆律师事务所 平悟刚 兼职 2019年9月9日

21 郑春 女 硕士 13011808210246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江安南 专职 2019年9月9日

22 曹璐 女 本科 13011806210176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余兰平 专职 2019年9月9日

23 王丹雄 女 本科 1301180821029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王晓艳、王晨照 专职 2019年9月9日

24 林铨 男 本科 13011808110237 福建善胜律师事务所 陈建华、税旭康 专职 2019年9月9日

25 洪林强 男 硕士 13011808110242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桢、黄宏起 专职 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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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陈金珠 女 本科 13011808210254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江 专职 2019年9月9日

27 郑若诗 女 本科 13011804210144 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 林灿泉、陈宇 专职 2019年9月9日

28 李兵玉 女 硕士 13011808210253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肖炳祥 专职 2019年9月9日

29 傅晓燕 女 硕士 13011808210268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李清忠 专职 2019年9月9日

30 郑严 男 本科 13011808110275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陈景铭 专职 2019年9月9日

31 陈步云 男 本科 13011704110063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柯继贤 专职 2019年9月9日

32 杨旭梅 女 本科 13011801210008 福建鼎轩律师事务所 陈玮、吴文深 专职 2019年9月9日

33 洪芳 女 本科 13011808210282 福建通享律师事务所 林丰夏、何龙 专职 2019年9月9日

34 陈莹 男 本科 13011808110244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林玉凤 专职 2019年9月9日

35 杨舜洁 女 本科 13011704210060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唐敏、陈宓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36 林晓丽 女 本科 13011808210278 福建天福律师事务所 谢琼书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37 李利祥 男 硕士 13011808110300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元武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38 周经纬 男 本科 13011804110097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郭良晓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39 蔡熙才 男 本科 13011808110264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陈志祥、舒明坚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0 胡起帆 男 本科 13011804110101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陈志祥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1 程鑫鑫 男 本科 13011808110251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王江涛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2 倪淑琴 女 本科 13011804210099 福建富柏律师事务所 刘付成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3 郭珠萍 女 本科 13011804210161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林峰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4 林秀芳 女 硕士 13011808210269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张宇、潘先兵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5 吴腾芸 女 本科 13011808210301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阮受慧、林赛莺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6 郑萍 女 本科 13011808210256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王兴芳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7 郑丽萍 女 本科 13011806210207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张晨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8 王素兰 女 本科 13011808210290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王长金、周林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49 陈功辉 男 本科 13011804110155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李晓东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50 张倩倩 女 硕士 13011808210310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钱冠笛、王芳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51 林浩 男 硕士 13011808110276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苏小榕 专职 2019年9月10日

52 周魏捷 男 硕士 13011808110259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雁、陈桦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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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陆洁 女 本科 13011801210118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张宗良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54 李铃霞 女 本科 13011808210274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陈秀珍、钟家永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55 陈大清 男 硕士 13011808110250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薛鸿红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56 杨镇煌 男 硕士 13011808110273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张章甦、林晓瑜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57 詹秀清 女 硕士 13011808210236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施明行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58 林淼 女 本科 13011808210311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廖小辉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59 王弯 女 硕士 13011808210293
北京大成（福州）

律师事务所
陈鹏、王小菲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60 占军辉 男 硕士 13011808110302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陈龄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61 纪孝鑫 男 本科 13011808110314
北京大成（福州）

律师事务所
金麟、黄崇崇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62 宋丽平 女 本科 13011804210135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陈晓春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63 林晗静 女 硕士 13011808210270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刘雄、孟旭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64 邱逸 男 本科 13011808110306
北京大成（福州）

律师事务所
金麟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65 郑福银 男 本科 13011806110210 福建北河山律师事务所 庹政享 专职 2019年9月11日

66 叶洙彤 男 本科 13011801110070 福建求拓律师事务所 吴群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67 郑清华 男 本科 13011808110245 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 陈强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68 陈茜茜 女 硕士 13011808210271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王晓昉、林晓瑜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69 许庆伟 男 本科 13011801110031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志明、黄晓锋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0 史伟翯 男 本科 13011808110294
北京大成（福州）

律师事务所
陈鹏、王小菲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1 戴伟斌 男 硕士 13011808110295
北京大成（福州）

律师事务所
李青青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2 郑莉琳 女 硕士 13011808210285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叶燕芳、潘立辉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3 江建华 男 硕士 13011808110289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郭里铮、薛鸿红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4 叶惠英 女 硕士 1301180821028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郭里铮、叶机洪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5 李孟荻 女 硕士 1301180821030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毛乃诠、马兰花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6 王端 女 硕士 13011808210309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廖开展、黄大光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7 汤凌燕 女 硕士 13011808220257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王晓艳、马兰花 兼职 2019年9月12日

78 蔡雅瑜 女 本科 13011808210238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朱永传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79 李榕森 男 硕士 13011808110272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朱柏涛、傅程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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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林星辰 男 硕士 13011808110266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雁、陈朝旭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1 郑云鹄 男 硕士 13011808110263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张子辉、程濂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2 刘超 男 本科 13011808110260 福建诺鲁律师事务所 卢祥华、刘朝模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3 许碧霞 女 本科 13011808210240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张胜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4 许圆炜 男 硕士 13011808110307
北京大成（福州）

律师事务所
江典慧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5 徐进伟 男 硕士 13011808110303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肇彦、沈良华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6 黄华彬 男 硕士 13011804210113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陈晓东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7 魏晓平 男 本科 13011804110117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吴玉杰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88 崔路阳 男 本科 13011808110265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熊标 专职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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