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19年度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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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诚 男 本科 13011810110315 福建韦达律师事务所 黄明贵 专职 2019年11月1日

2 邓玉蓉 女 本科 13011810210355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邱大琼、刘莆英 专职 2019年11月1日

3 官雪琦 女 本科 1301181021036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辉 专职 2019年11月1日

4 林学鸿 男 本科 13011810110351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江承继、吴玉杰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5 陈瑞敏 女 本科 13011810210356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银香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6 刘槟榔 男 本科 13011810110333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郁年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7 朱静怡 女 本科 13011704210235 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 陈宇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8 吴融杰 男 本科 13011810110337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叶必成、林花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9 陈明辉 男 本科 13011810110324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张学京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10 陈远群 男 本科 13011810110415 福建品典律师事务所 陈才添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11 郑兴 男 本科 13011810110403 福建康立律师事务所 黄秋林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12 郑惠珍 女 本科 13011810210347 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 王岚生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13 陈勇康 男 本科 13011810110437 福建尔凡律师事务所 肖振蕊 专职 2019年11月4日

14 罗佳玲 女 本科 13011801210034 福建臻永律师事务所 刘志毅 专职 2019年11月5日

15 游江伟 男 本科 13011810110409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许培卿、佘春香 专职 2019年11月5日

16 吕蓝婷 女 本科 13011810210392 福建宽达（福清）律师事务所 陈纪豹 专职 2019年11月5日

17 郑文斌 男 本科 13011810110340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黄岩平 专职 2019年11月5日

18 孙武 男 本科 13011810110318 福建闽榕建律师事务所 洪国富、齐晖 专职 2019年11月5日

19 陈聪 男 本科 13011810110329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陈大勇 专职 2019年11月5日

20 苏建坡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4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吴云 专职 2019年11月5日

21 肖斐 女 本科 13011810210412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周全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22 吴宪夫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7 福建佐佑律师事务所 王茂盛、郑庄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23 黄兴旺 男 本科 13011806110181 福建诚真律师事务所 吴金兰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24 蔡敏 女 本科 13011810210405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郭秀刚、陈建智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25 陈平娟 女 本科 13011810210349 福建海角律师事务所 李延海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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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黄鑫 男 本科 13011810110384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林贤芝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27 王书倩 女 本科 13011810210330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赖秋菊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28 林章鹏 男 本科 13011810110372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王逢俊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29 张尚知 女 本科 13011810210406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马长友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0 王瑜望 女 本科 13011810210385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建青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1 梁舒婷 女 本科 13011810210325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江冰冰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2 郑帅 男 本科 13011810110408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江冰冰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3 陈秀婷 女 本科 13011804210089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李芳妮、阮伟锋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4 林俊锋 男 本科 13011810110374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蔡思斌、张茜颖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5 张彦秀 女 本科 1301181021037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明、刘明玲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6 潘心远 男 研究生 13011810110331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蒋双灌、马艺宾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7 何文波 男 本科 13011810110414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林赛莺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8 林双 男 本科 13011806110204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汤桂凤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39 陈峰 男 本科 13011810110345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陈能武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40 胡冠军 男 本科 13011810110446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刘国田 专职 2019年11月6日

41 施銮 男 本科 13011810110434 福建伟洲律师事务所 魏文禄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2 任燕芳 女 本科 13011810210328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任林鹏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3 吴铃铃 女 本科 13011810210326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任林鹏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4 巫陈瑞 男 本科 13011810110395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伟坤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5 康国俊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3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陈雅玲、江锋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6 肖文珍 女 本科 13011810210382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陈玲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7 王云林 女 本科 13011806210226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陈锴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8 陈永山 男 本科 13011810110354 福建立恩律师事务所 郭承思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49 吴星亮 男 本科 13011808110261 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 张育杞、卢金妹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0 林益晗 女 本科 13011810210391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林旭佣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1 雷敏 女 本科 13011810210399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郭峰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2 江诺瑜 男 本科 13011810110440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谭勇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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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黄碧华 女 本科 13011810210430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吴丹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4 罗伟干 男 本科 13011810110442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张宗良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5 秦方方 女 硕士 13011810210419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葛衍强、杨劲松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6 陈斯婷 女 本科 13011810210427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刘鹏飞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7 刘帆帆 女 本科 13011810210338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周健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8 李宁杰 男 本科 13011810110317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赖月英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59 林辉星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3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丁茂福、黄海峰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60 薛年丰 男 本科 13011810110402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张立文 专职 2019年11月7日

61 王锐 男 本科 13011810110359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茜、欧慧琳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2 王其峰 男 本科 13011810110373 福建通享律师事务所 何龙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3 方贞纯 女 本科 13011810210334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桢、林芳漩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4 蔡楗 男 本科 13011804110079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钟永元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5 陈逸诗 女 本科 13011810210339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黄建峰、杜昌敏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6 林泓帆 女 本科 13011810210378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卢孝波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7 黄宇恬 女 本科 13011810210394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朱永传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8 吴子恒 男 本科 13011810110375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立新、邱凯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69 赵秀美 女 本科 13011810210321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金荣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0 邱立杰 男 本科 13011810110358 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 邹守明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1 冯雨楠 女 硕士 13011810210426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郭睿峥、张迪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2 钟丽芳 女 硕士 13011810210343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郭昌添、王丽娟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3 林朝伟 男 本科 13011810110396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欧慧琳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4 谢杰 男 本科 13011810110322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茜、谢譞琦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5 林弘毅 男 本科 13011810110341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刘善理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6 卞辉 男 本科 13011810110397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池栋梁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7 陈小东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6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张晨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8 郑晓霞 女 本科 13011810210316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国靓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79 李雅楠 女 本科 1301181021039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龙昌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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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廖新凤 女 本科 1301181021038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韩正武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1 池小芬 女 本科 13011810210335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汪林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2 蔡丽婕 女 硕士 1301180821031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卢海风、陈炜煌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3 朱锦芬 女 本科 13011810210327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林善彬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4 吴柏达 男 本科 13011810110421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李茜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5 郑炜赟 女 本科 13011810210352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余清清、陈明铭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6 杨小颖 女 本科 13011810210379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叶燕芳、陈高萍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7 陈航 男 硕士 13011810110323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国锋、沈良华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8 陈怡佳 女 本科 1301181021032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秋萍、陈桂斌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89 余晓婧 女 本科 13011810210344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池建伟、林灵香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0 卢立辉 男 本科 13011810110381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吴亚娟、林岸涛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1 黄丝琪 女 本科 13011810210417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蒋清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2 林少伟 男 本科 1301181011035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叶志伟、周健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3 郑晓玲 女 本科 13011810210387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丁师婷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4 王美玲 女 本科 13011810210376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卢木明、林岸涛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5 游玲红 女 本科 13011810210438 福建华辉律师事务所 郑新辉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6 叶山 女 本科 13011810210431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张荣山、张家烜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7 陈心宇 男 本科 13011810110425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陈壮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8 吴松 男 本科 13011704110362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黄薇 专职 2019年11月8日

99 施艺龙 男 本科 13011806110225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高毓祥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0 刘方权 男 博士 13011801120065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曹文安 兼职 2019年11月11日

101 王倩 女 硕士 13011808210281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陈至育、陈文飞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2 陈幼学 女 本科 13011808210280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鹏达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3 庄鸿彬 男 硕士 13011808110277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许永东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4 林鹏 男 本科 13011810110441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凌绍梁、林汉儒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5 林点 女 本科 13011810210398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继龙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6 林丽芬 女 本科 13011810210377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陈炳庚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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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毛亚飞 男 硕士 1301181011036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朱芳、章远志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8 黄清辉 男 本科 13011704110368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林峰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09 欧善锥 男 本科 13011806110219 福建熹平律师事务所 李佳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10 曹珍珠 女 本科 13011810210420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邱学智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11 杨阳 男 本科 13011810110393 福建坤海律师事务所 林财文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12 黄攻宇 男 本科 13011808110292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悦峰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13 林秀凤 女 本科 13011810210353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邓飞霞、黄玉玲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14 黄敏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0 福建锐熙律师事务所 刘志杰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115 蔡修锬 男 本科 13011810110411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吴云、倪艳宁 专职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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