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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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滢滢 女 本科 13011910210388 福建知望律师事务所 黄智锋 专职 2020年11月2日

2 刘启鸣 男 硕士 13011904110170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文艺、林斌 专职 2020年11月2日

3 张雪婷 女 本科 13011910210377 福建明安律师事务所 郑淑琼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4 张南燕 女 本科 13011910210372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胡建荣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5 陈诺 男 本科 13011910110427 福建天月律师事务所 陈文、何宗琦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6 陈玉 女 本科 13011806210193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宏起、郑志远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7 黄巍 男 本科 13011904110054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安然、郭培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8 谢声扬 男 本科 13011910110391 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 江椿平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9 毛智怡 女 本科 13011910210365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金荣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10 黄芯蕾 女 硕士 13011908210334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谢平、钱亮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11 张宇翔 男 本科 1301190611028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晋兴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12 何明杰 男 本科 13011910110383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馨 专职 2020年11月3日

13 陈伟杰 男 本科 13011910110390 福建怀司律师事务所 郑诚乡、庄丽萍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14 陈彬彬 女 本科 13011910210398 福建求实律师事务所 檀岩松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15 韩荣和 男 博士 13011910120434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温长煌 兼职 2020年11月4日

16 卓鹏辉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4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黄迎春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17 陈信霖 男 本科 1301191011040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璧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18 陈旖旎 女 本科 13011910210432 福建福晓律师事务所 吴弘毅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19 张季 女 本科 1301191021040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君华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20 刘子悦 男 本科 13011906110238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苏绵莲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21 杨朝辉 男 本科 13011801110098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郭承恩 专职 2020年11月4日

22 郑晚霞 女 本科 13011910210389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曾福新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23 卢琳 女 本科 13011910210433 福建梓荣律师事务所 陈长伙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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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刚 男 本科 13011910110366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刑福乐、吴凌升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25 张萍 女 硕士 13011910210489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常晖、黄巍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26 陈宇婷 女 本科 13011908210338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翁凡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27 陈婵 女 本科 13011910210416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方国建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28 俞丽群 女 本科 13011910210399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一能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29 傅镱 女 硕士 13011910210462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元丹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0 吴志捷 男 本科 13011910110397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薛平妹、王蒋清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1 龚宸昕 女 本科 13011910210480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水清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2 林瑶 女 本科 13011910210456 福建立恩律师事务所 郭承思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3 刘忠平 男 本科 13011910110375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陈少涌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4 方淑玲 女 本科 13011910210481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程濂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5 兰天蔚 男 本科 13011904110182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吴光辉、马威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6 任佳炜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8 福建拓中律师事务所 陈启宗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7 全宗伟 男 本科 13011910110418 福建君顺律师事务所 刘荣信、吴久华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8 成琳 女 本科 1301191021047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勇 专职 2020年11月5日

39 郑梅烟 女 本科 13011910210467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林燕锋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0 黄宇健 女 本科 13011910210404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马榕辉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1 王佳钦 男 硕士 13011910110438 福建国品律师事务所 张滢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2 江芷晴 女 本科 13011910210392 福建君顺律师事务所 刘荣信、高超权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3 董高吉 男 本科 13011902110005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水清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4 王余光 男 本科 13011910110407 福建坤海律师事务所 叶玉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5 鄢婷婷 女 本科 13011910210421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任林鹏、肖江华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6 林莹 女 本科 13011910210400 福建宽达（福清）律师事务所 陈少文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7 薛佳欣 女 本科 13011910210401 福建宽达（福清）律师事务所 陈纪豹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48 张俊杰 男 本科 13011910110431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奇、陈曦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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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林晨 女 本科 13011910210428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杜兴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0 林巧林 女 本科 13011910210550 福建浩学律师事务所 洪国富、齐晖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1 王文静 女 本科 13011910210408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王坪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2 虞珊珊 女 本科 13011910210483 福建熹平律师事务所 李佳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3 朱小锋 女 本科 13011910210417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吴秀兰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4 黄玉清 女 本科 13011910210415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谢立乐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5 陈慧璐 女 硕士 13011910210381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必望、刘荣海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6 王霖 男 本科 13011910110410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家堂、危虹敏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7 张榕梅 女 本科 13011910210479 福建宗法律师事务所 黄昭兴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8 程斌 男 本科 13011910110387 福建泽方律师事务所 陈本鹤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59 曾辉 男 本科 13011910110382 福建大佳（平潭）律师事务所 林海东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60 何群 女 博士 13011904220056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王云英、王长金 兼职 2020年11月6日

61 黄玲 女 本科 13011910210380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新星、林亨康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62 欧照诚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0 福建熹平律师事务所 李佳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63 章舒玮 女 硕士 13011910210470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蔡亮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64 潘泽炜 男 本科 13011910110475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发平、江典慧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65 陈婉莹 女 硕士 13011908210312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小燕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66 黄文辉 男 本科 13011910110369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立新 专职 2020年11月6日

67 应汉仁 男 本科 13011910110413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高宁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68 李嘉俊 男 本科 13011910110385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何伟杰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69 张耀权 男 本科 13011910110376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潘祥勇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0 刘洋 男 本科 13011910110393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周学伦、郭昌添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1 张倩 女 本科 13011906210279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翁凡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2 何桑 女 本科 13011910210485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叶燕芳、陈静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3 黄晖 女 本科 13011904210199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洪必景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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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黄佳瑜 女 本科 13011910210463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高巍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5 宁贝贝 女 本科 13011908210303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马建煜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6 陈宇 女 博士 13011902220012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刘伟英、叶瑛 兼职 2020年11月9日

77 黄月蓓 女 本科 13011906210226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王鹏周、陈昭森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8 林雪美 女 本科 13011910210474 福建仰高律师事务所 赖水娟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79 张演 男 本科 13011801110120 福建光榕律师事务所 谢端门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0 薛文芳 女 本科 13011910210466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徐军、李燕梅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1 连浩欣 男 本科 13011910110482 福建元景律师事务所 陈晓明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2 张小祥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3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杨瑞田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3 陈小铧 男 本科 13011910110488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叶林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4 欧桂萍 男 本科 13011904110197 福建紫阳律师事务所 俞顺源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5 刘映菲 女 本科 13011910210386 福建卫理律师事务所 唐福乐、马立龙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6 汪鹏 男 本科 13011910110441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温雪生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7 李晓韵 女 本科 13011906210215 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 薛素玲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8 杨艳杰 女 本科 13011906210277 福建中亚海天律师事务所 欧存华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89 张旭东 男 本科 13011910110374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陈彧、王丽娟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90 胡鑫 男 本科 13011906110243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蒋双灌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91 俞丽艳 女 本科 13011910210436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郁年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92 吴家冬 男 本科 13011906110229 福建知与行律师事务所 朱军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93 赖施妙 女 本科 13011910210442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杜兴 专职 2020年11月9日

94 林存勇 男 本科 13011908110298 福建师法律师事务所 林海燕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95 方家明 男 本科 13011910110402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高扬良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96 陈敏明 男 本科 13011908110363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娄晓丹、薛玢页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97 孙丽秋 女 本科 13011910210368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温长煌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98 施毓捷 女 本科 13011904210038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赖秋菊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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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林芳 女 本科 13011910210396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莘红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0 郑迪嘉 女 本科 13011910210448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杨海娟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1 郭科泉 男 本科 13011910110425 福建中亚海天律师事务所 潘贺时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2 杨姗姗 女 本科 13011910110426 福建中亚海天律师事务所 潘贺时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3 陈恩杰 男 本科 13011910110394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何山、朱亚辉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4 王焕伟 男 本科 13011910110373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黄林锋、佘以芳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5 刘倚成 男 本科 13011910110460 福建岚毅律师事务所 林盛、丁爱香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6 林德健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9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林荣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7 韩笑 女 博士 13011910210446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周训彬、陈璟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8 曾继东 男 本科 13011904110107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马建煜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09 罗霖 女 本科 13011910210367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方建华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0 林琦 女 本科 13011910210486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思亨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1 李绍泉 男 本科 13011902110009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翁智敏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2 王洋鑫 男 本科 13011910110384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吴美艳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3 吴雨昕 女 本科 13011910210491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钟飚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4 陈雨佳 女 本科 13011910210478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钟飚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5 黄生邦 男 本科 13011906110246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潘海涛、黄小良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6 陈思洋 女 硕士 1301191021048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中成、李玉芳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7 余焕杰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5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宏起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8 曾泽勇 男 本科 13011910110395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李志强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19 张居雅 女 本科 13011908210350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阮受慧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120 吕莎 女 硕士 13011906210272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朱柏涛 专职 202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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