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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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雅英 女 本科 13011906210274 福建闽汀律师事务所 郑进禄 专职 2020年7月1日

2 王旭烨 男 本科 13011904110055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陈成绩 专职 2020年7月2日

3 陈聪华 女 本科 13011906210203 福建知望律师事务所 黄智锋 专职 2020年7月3日

4 陈天泾 男 本科 13011906110263 福建学金律师事务所 姚兴禄、郭学金 专职 2020年7月3日

5 高鹏 男 本科 13011902110011 福建勤学律师事务所 杨锴 专职 2020年7月3日

6 孙高玲 男 本科 13011902110008 福建沃博律师事务所 杨斌 专职 2020年7月3日

7 陈风 男 本科 13011906110267 福建沃博律师事务所 杨斌、马燕玲 专职 2020年7月6日

8 王曌 女 本科 13011906210224 福建宽达（福清）律师事务所 庄小燕 专职 2020年7月6日

9 杜鑫 男 本科 13011906110283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阮依顺 专职 2020年7月6日

10 黄三元 男 本科 13011906110259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支帅、徐陈明 专职 2020年7月6日

11 陈积岩 男 本科 13011906110213 福建格律律师事务所 张君梁 专职 2020年7月6日

12 陈明水 男 本科 13011906110232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陈林 专职 2020年7月6日

13 吴鹏辉 男 本科 13011906110250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林建云 专职 2020年7月6日

14 苏珍勇 男 本科 13011906110208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邱国营、林志钦 专职 2020年7月7日

15 杨洋 女 本科 13011906210223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黄榕城、李希友 专职 2020年7月7日

16 陈含 女 本科 13011906210212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黄凌志、陆享民 专职 2020年7月7日

17 范礼梅 女 本科 13011904210082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海光 专职 2020年7月7日

18 郑羽 女 本科 13011906210206 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 孙庆洪、徐礼明 专职 2020年7月7日

19 陈美金 女 本科 13011906210262 福建日荣律师事务所 张延清 专职 2020年7月7日

20 林璐 女 本科 13011906210269 福建天福律师事务所 程奇峰 专职 2020年7月7日

21 马骏超 男 本科 13011906110285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高艳 专职 2020年7月7日

22 王盛福 男 本科 13011906110205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刘国田 专职 2020年7月7日

23 李昭 男 本科 13011906110241 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 陈晨星 专职 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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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吴丽君 女 本科 13011906210276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张罕溦 专职 2020年7月7日

25 陈平钐 男 本科 13011904110549 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 魏寿生 专职 2020年7月7日

26 赵殷梓 女 本科 13011906210255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立新 专职 2020年7月8日

27 林娟 女 本科 13011906210256 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 李龙健、林明昭 专职 2020年7月8日

28 邓淑玉 女 本科 13011906210236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林星 专职 2020年7月8日

29 王海华 女 本科 13011904210103 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 耿泽伟 专职 2020年7月8日

30 洪秀清 女 本科 13011906210211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朱云海 专职 2020年7月8日

31 江敏 女 本科 13011904210165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陈国林、赖纲超 专职 2020年7月8日

32 刘晟 男 本科 13011904110113 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 林丹、唐辉 专职 2020年7月8日

33 林杰 男 本科 13011906110253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少芬 专职 2020年7月8日

34 刘惠萍 女 本科 13011906210551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林燕秋 专职 2020年7月8日

35 吴林烽 男 本科 13011904110116 福建诺鲁律师事务所 卢祥华 专职 2020年7月8日

36 倪卉青 女 硕士 13011906210266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命兴 专职 2020年7月9日

37 吴国水 男 本科 13011906110216 福建格策律师事务所 林守垚 专职 2020年7月9日

38 罗锦斌 男 本科 13011906110204 福建芊杭律师事务所 龚华金 专职 2020年7月9日

39 卢伟婷 女 本科 13011906210254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吴美艳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0 谢丽娜 女 本科 13011904210097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蒋洮婷、黄孝明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1 张玉珍 女 本科 13011902210002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伟征、游金贵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2 庄芷璇 女 硕士 13011902210016 福建建达（马尾）律师事务所 吴增锦、叶锋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3 郑志芬 女 本科 13011906210220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林青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4 吴瑶 女 本科 13011906210219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林青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5 林联燚 男 本科 13011906110227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昇、潘天文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6 夏欣妍 女 硕士 13011906210257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任德坤、林克塔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7 李丽芳 女 本科 13011904210191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周咪亚、邓雪荣 专职 2020年7月9日

48 余楷臻 男 本科 13011906110228 福建知与行律师事务所 朱军 专职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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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王为雄 男 博士 13011904120177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李韩斌、罗道律 兼职 2020年7月9日

50 李晓丹 女 本科 13011906210207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刘阳胜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1 林仲皇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6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叶华锦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2 林茜雅 女 本科 13011810210410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上官翰清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3 连敬蕊 女 本科 13011904210187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黄杰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4 陈玲玲 女 本科 13011906210210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江长祥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5 王燕瑜 女 本科 13011904210077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邱学智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6 薛雯婷 女 本科 13011906210268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开辉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7 郭舒芳 女 硕士 13011906210264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施明行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8 林晓梅 女 本科 13001904210091 福建奥通律师事务所 叶永琴 专职 2020年7月9日

59 欧彦杉 女 本科 13011904210200 福建中亚海天律师事务所 欧存华 专职 2020年7月9日

60 黄婷 女 本科 13011906210242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王江丽、吴焰 专职 2020年7月9日

61 孙宏 男 本科 13011906110240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佘以芳 专职 2020年7月9日

62 刘必勇 男 本科 13011906110252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李希友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63 林燕铃 女 本科 13011904210096 福建建达（长乐）律师事务所 陈声梁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64 黄海欧 女 硕士 13011906210234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汤桂凤、阮受慧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65 陈玲玲 女 本科 13011906210286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乐飞、郑振锋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66 苏灵悦 女 本科 1301190621028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欣华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67 林小忠 男 本科 13011904110101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彬、朱纪文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68 余洋 男 硕士 1301190411014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希、林威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69 高华萍 女 本科 13011906210260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锦水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0 林慧婷 女 本科 13011906210222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春龙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1 唐淋峰 女 本科 13011904210181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建青、林挺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2 林文韬 男 本科 13011904110189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陈锦卿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3 魏坤钗 女 本科 13011904210153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琦翔、刘春龙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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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李文颖 女 本科 13011906210239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姚杨毅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5 张涵 男 硕士 1301190611028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国锋、欧阳灶文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6 林驰 男 本科 13011904110132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马铁明、王坪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7 张鑫 男 本科 13011810110401 福建日荣律师事务所 张延清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78 江丹丹 女 本科 13011906210265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黄胜利 专职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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