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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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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妍杉 女 本科 13011904210057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王明文 专职 2020年9月1日

2 林善志 男 硕士 13011908110361 福建亚嘉律师事务所 柯志恒 专职 2020年9月1日

3 王梦豪 男 硕士 13011908110310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刘晨璐 专职 2020年9月1日

4 陈洁 女 本科 13011908210333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林旭佣 专职 2020年9月2日

5 潘玥辰 女 本科 13011908210306 福建诺鲁律师事务所 刘朝模 专职 2020年9月2日

6 林丽娜 女 本科 13011908210337 福建真唯律师事务所 叶文、许永文 专职 2020年9月2日

7 林清 男 本科 13011908110291 福建知望律师事务所 黄诚浩 专职 2020年9月2日

8 王一恒 男 本科 13011904110158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周学伦、朱亚辉 专职 2020年9月2日

9 钟照妹 女 本科 13011908210355 福建诺鲁律师事务所 刘朝模 专职 2020年9月3日

10 唐川龙 男 本科 13011908110293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蔡文惠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1 梁泓燕 女 硕士 13011908210340 福建国品律师事务所 郭一绳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2 郭璐峰 女 本科 13011908210318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李林锦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3 江艳 女 硕士 13011908210316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黄岩平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4 杨连程 男 本科 13011904110163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缙、范晓丹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5 项华东 女 本科 13011904210065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皮慧英、黄凌志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6 胡美霞 女 硕士 13011908210301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杨清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7 孙晓丽 女 本科 13011908210327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王标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8 丁宗杰 男 本科 13011904110083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胡绍全 专职 2020年9月4日

19 江燕 女 本科 13011908210297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陈智勇 专职 2020年9月4日

20 陈志雄 男 本科 13011904110076 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 陈昊宇、邓志禹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1 王国建 男 硕士 13011908110300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肖宗杰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2 林捷 男 硕士 13011904110126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倪玛宁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3 叶灵珊 女 本科 13011908210344 福建闽榕建律师事务所 张步振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4 董豫晗 女 本科 13011904210160 福建信得（福清）律师事务所 王征峰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5 沈艳芬 女 本科 13011908210343 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 邹守明 专职 202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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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陈志伟 男 本科 13011810110416 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 刘欣、张国贤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7 黄华彬 男 本科 13011908110290 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 张国贤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8 陈建美 女 本科 13011904210098 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 林凤、肖俊 专职 2020年9月7日

29 黄晶 女 本科 1301190821032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君华 专职 2020年9月7日

30 徐聪健 男 硕士 13011908110332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凌升、吴武萍 专职 2020年9月7日

31 张思颖 女 硕士 13011904210178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王雨 专职 2020年9月7日

32 刘子萍 女 本科 13011908210321 福建梓荣律师事务所 黄丽华 专职 2020年9月7日

33 李晓艳 女 硕士 13011908210295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炳坤 专职 2020年9月7日

34 张儒轩 男 本科 13011908110299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玲玲 专职 2020年9月7日

35 洪金建 男 硕士 13011908110325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卓文彬 专职 2020年9月7日

36 林新拓 男 本科 13011908110292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林勇 专职 2020年9月8日

37 王光前 男 硕士 13011908110353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命兴 专职 2020年9月8日

38 陈瑶 女 本科 13011908210294 上海靖予霖（福州）律师事务所 冯锦锡 专职 2020年9月8日

39 邱灿芩 女 本科 13011906210275 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 陈尔珠、陈宇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0 胡晓惠 女 本科 13011908210322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蔡先云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1 蔡彪 男 硕士 13011908110309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燕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2 柯志聪 男 本科 13011908110319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姚奋振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3 郑靖煊 男 本科 13011906110251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吴丹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4 贾明月 女 硕士 13011908210289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余清清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5 陈立伟 男 硕士 13011906110261 福建吴浩沛律师事务所 肖娟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6 贾碧君 女 本科 13011908210328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唐敏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7 林文豪 男 本科 13011904110039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王宇亮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8 张新翔 男 本科 13011908110335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谢昌统、杜昌敏 专职 2020年9月8日

49 戴晓华 女 本科 13011908210330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吴文华 专职 2020年9月8日

50 管光宏 男 本科 13011908110356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洪辉 专职 2020年9月8日

51 黄丽蓉 女 硕士 13011908210336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洪辉 专职 2020年9月8日

52 洪惠丽 女 硕士 13011908210313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柯祥春、王蒋清 专职 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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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徐强 男 本科 13011908110314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胡伦扬 专职 2020年9月9日

54 李保健 男 本科 13011902110010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李月华 专职 2020年9月9日

55 林雅青 女 本科 13011906210270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吴飞燕、吴亚娟 专职 2020年9月9日

56 吴婷婷 女 本科 13011908210305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倪玛宁 专职 2020年9月9日

57 傅崇安 男 本科 1301190411018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钟彬 专职 2020年9月9日

58 曾明月 女 硕士 13011908210347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危虹敏 专职 2020年9月9日

59 李智敏 女 硕士 13011812210468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缙、刘超 专职 2020年9月9日

60 黄晓兰 女 本科 13011908210307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林克塔 专职 2020年9月9日

61 曾传锴 男 本科 13011904110093 福建博世律师事务所 林勤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2 王盛鑫 男 本科 13011908110358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方建华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3 刘洋 女 硕士 13011908210288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黄发坦、陈燕华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4 黄伟宏 男 本科 13011908110308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丁师婷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5 林希盛 男 本科 13011904110102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馨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6 黄建金 女 本科 13011904210154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增鸣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7 张诚均 女 本科 13011904210121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祝恭凌、赖纲超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8 高亮 男 硕士 13011908110351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朱纪文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69 余贤金 男 硕士 13011908110346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彬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0 周航 男 硕士 13011908110323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晋兴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1 林天顺 男 本科 13011904110174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尤文香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2 张杰 男 硕士 13011908110360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江典慧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3 刘颖 女 本科 13011806210486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周萍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4 刘静雯 女 本科 13011904210036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吴河漂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5 雷嘉瑨 男 本科 1301190611023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晞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6 李玟 女 本科 13011904210109 福建立恩律师事务所 郭承思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7 阮琨 女 本科 13011908210320 福建梓荣律师事务所 黄丽华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8 陈弘峰 男 硕士 13011908110331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李豪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79 林苏楚 女 硕士 13011908210339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鼎光、李齐靖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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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魏坤贵 男 本科 13011908110364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滕乐群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81 刘婕 女 本科 13011904210175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卢健、邱宇婷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82 洪柳 男 本科 13011904110179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李清忠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83 刘文东 男 本科 13011906110271 福建通民律师事务所 叶磊、林建国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84 杨智燕 女 本科 13011908210345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叶志伟、周健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85 张延 男 本科 13011908110354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张伙兴、陈微 专职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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