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0年度第三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面试考核合格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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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妍僖 女 硕士 13011904210108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曾福新 专职 2020年5月7日

2 杜量 男 本科 13011904110164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王明文 专职 2020年5月8日

3 黄斌 男 本科 13011904110033 福建鼎飞律师事务所 张思春 专职 2020年5月8日

4 吴进发 男 本科 13011904110171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罗义炜 专职 2020年5月8日

5 陈雪英 女 本科 13011904210032 福建世纪新安律师事务所 陈频 专职 2020年5月8日

6 刘正英 女 本科 13011904210084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王忠钦、俞鹭鸿 专职 2020年5月9日

7 薛淑娟 女 本科 13011902210006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 黄清枝 专职 2020年5月9日

8 张军 男 硕士 1301190411002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立永、尤虹 专职 2020年5月9日

9 吴艳秋 女 本科 13011904210050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熊标 专职 2020年5月9日

10 陈志忠 男 本科 13011904110196 福建臻永律师事务所 吴斌、洪继明 专职 2020年5月9日

11 陈美霞 女 本科 13011904210024 福建熙鸿律师事务所 宋建善 专职 2020年5月9日

12 吴高源 男 本科 13011806110183 福建南剑律师事务所 程琪、邱红霞 专职 2020年5月9日

13 李勇清 男 本科 13011904110114 福建天福律师事务所 陈捷 专职 2020年5月9日

14 何婉华 女 本科 1301190421012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曾广文、江安南 专职 2020年5月11日

15 庄凤华 女 本科 1301190421003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邓志煌 专职 2020年5月11日

16 林艺 女 本科 13011904210117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新生、谢毅 专职 2020年5月11日

17 郑晶 女 本科 13011810210380 福建怀司律师事务所 庄丽萍 专职 2020年5月11日

18 池明城 男 本科 13011904110099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衷孙连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19 朱振平 男 本科 13011904110025 福建锐熙律师事务所 黄晓敏、张颖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0 黄若仑 男 本科 13011904110022 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 王荣坚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1 张学伟 男 本科 13011904110068 福建格律律师事务所 黄声春、林辉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2 林艳珍 女 本科 13011904210161 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 张海卿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3 姚锋 男 本科 13011904110049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谢贵云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4 张志宇 男 本科 13011904110112 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 叶树春、肖俊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5 陈秀眉 女 本科 13011904210090 福建纶音律师事务所 陈建国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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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魏榕婷 女 本科 13011904210180 福建建达（马尾）律师事务所 黄小芬、唐静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7 翁启标 男 硕士 13011904110166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元武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8 赖传化 男 本科 13011904110075 福建旭鼎律师事务所 罗利芳 专职 2020年5月12日

29 黄耀华 男 本科 13011904110089 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 王彬瑜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0 翁昌全 男 本科 13011904110106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林伟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1 魏林洪 男 本科 13011904110156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周林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2 林子能 男 本科 13011904110067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文艺、林斌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3 林锋 男 硕士 13011904110194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孙文锋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4 翁旻晶 女 本科 13011904210146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游志兵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5 刘智浩 男 本科 13011904110151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蒋清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6 邹秀娟 女 本科 13011806210222 福建通享律师事务所 何龙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7 林翔飞 男 本科 13011902110003 福建华巍律师事务所 黄万寿、江发春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8 陈吓弟 男 本科 13011904110027 福建融思佳律师事务所 郑文彬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39 张志惠 男 本科 13011810110389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陈龙其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0 邱加发 男 本科 13011904110136 福建奥通律师事务所 姜运福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1 李科 男 本科 13011904110195 福建三瑞律师事务所 苏清杰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2 詹木灵 男 本科 13011904110142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沈荔融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3 吴心雨 女 硕士 13011904210124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林庚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4 张希 男 硕士 13011904110045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黄奕新、陈高萍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5 刘必榕 女 硕士 13011904210044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黄朝铭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6 肖敏 女 本科 13011904210052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曾朝福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7 曲信伟 男 本科 13011904110104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周健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8 蔡晶 女 硕士 13011904210079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叶文兴、刘伟英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49 唐丽珍 女 本科 13011904210073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林赛莺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0 严庆新 男 本科 13011904110053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肖宗杰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1 王晶 女 本科 13011904210095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华元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2 黄剑霞 女 本科 13011904210030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杨夏冬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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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宋丰华 男 硕士 13011904120021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温长煌 兼职 2020年5月14日

54 张明珉 男 硕士 13011904110120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谢长铃、范宇轩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5 郭颖 女 本科 13011904110042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黄重取、刘莆英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6 王吓妹妹 女 本科 13011904210172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柳黎虹、朱国志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7 林犀 男 本科 13011904110092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新星、王兴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8 黄海平 男 本科 13011904110157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李茜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59 林凯佳 女 本科 13011812210449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邵建勋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0 李岳峰 男 本科 13011904110072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明星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1 詹忠涛 男 本科 13011904110147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薛卫群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2 潘雨燕 女 本科 13011806210179 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 高建清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3 邱佳钦 女 本科 13011904210145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江小金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4 陈清 女 本科 13011904210176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杨超、黄瑶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5 熊观友 男 本科 13011904110125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少珠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6 彭春娇 女 本科 13011904210144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夏祖铃、林峰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7 赖传秩 男 本科 13011904110129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史智兴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8 叶勤 男 本科 13011904110128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琰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69 黄晓羽 女 本科 13011904210119 福建乾观律师事务所 陈亮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0 李杰 男 硕士 13011904110041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邱大琼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1 林佩莹 女 本科 1301190421018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徐军、钟彬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2 夏童 女 本科 13011904210122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微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3 范启涛 男 本科 13011904110198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卢锋奇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4 陈思宇 女 硕士 13011904220150 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 王荣坚、严哲 兼职 2020年5月14日

75 赵铭亮 男 本科 13011904110138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陈少海、陈伟慧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6 张桢妮 女 本科 13011904210069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卓文彬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7 林旺 男 本科 13011904110152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郭良晓 专职 2020年5月14日

78 李炫桦 女 本科 13011904210134 福建光榕律师事务所 谢端门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79 王突梅 女 硕士 13011904210141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黄建灿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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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卞卓倩 女 本科 13011904210074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罗道律、郑文华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1 郑灵杰 男 本科 13011904110133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余清清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2 魏琛卿 女 本科 13011904210047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陈羚辉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3 黄炜 男 本科 13011904110169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潘毅、杨启东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4 方毓奇 男 本科 1301190411013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鼎光、黄冬梅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5 黄迪 女 本科 13011904210080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刘芳杰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6 刘霏曼 女 本科 1301190421007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明、陈凡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7 庄雨荷 女 本科 13011904210162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守真、郭培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8 严林英 女 本科 13011904210051 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 余美峰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89 高杨宇 男 本科 13011904110185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林连治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0 雷海兰 女 本科 13011904210193 福建通民律师事务所 林民全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1 王清玉 女 硕士 13011904210035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林祥锋、吴河漂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2 林新荣 男 硕士 13011904110078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黄琳、林荣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3 林芬 女 本科 13011904210131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黄家进、吴文超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4 邱朝勇 男 本科 13011904110081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刘芳杰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5 朱家宽 男 本科 13011904110059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陈淑艳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6 王荧 女 本科 13011904210148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邱宇婷、吴起武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7 刘鲁毅 男 本科 13011904110100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温雪生、杨丁娟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8 傅巧琳 女 本科 13011904210190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林祥锋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99 何尚云 女 本科 13011904210028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李月华、林花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0 林云芳 女 本科 13011904210202 福建向高律师事务所 林颖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1 林晨昕 男 本科 13011904110043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高扬良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2 舒怡帆 女 本科 13011904210168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苏绵莲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3 王盈婷 女 本科 13011904210029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蔡友玳、林晶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4 俞嘉龙 男 本科 13011904110061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王莉花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5 陈旭东 男 本科 13011704110120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黄家美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6 刘祥勇 男 本科 13011904110115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谢立乐、严孙伟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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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陈贝尔 女 本科 13011904210149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郑新辉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8 黄嘉慧 女 本科 13011904210139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王晨照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09 李宇强 男 本科 13011904110026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立新、傅程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0 高亚玲 女 本科 13011810210350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陈天骁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1 林楚欣 男 本科 13011904110086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严孙伟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2 林滨 男 本科 13011904110063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郭时颖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3 陈珊珊 女 本科 13011904210062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李卓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4 陈斌 男 本科 13011904110031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高哲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5 熊艳 女 硕士 13011904210087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陈晓春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6 司晶花 女 硕士 13011904210088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陈晓春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117 胡康 男 本科 13011904110127 福建奥广律师事务所 范晓辉 专职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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