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1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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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杨 女 本科 13011912210502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国靓 专职 2021年1月4日

2 俞舒云 女 本科 13011912210497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曹卫、佘春香 专职 2021年1月5日

3 詹旭豪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7 福建仰高律师事务所 赖水娟 专职 2021年1月5日

4 林萍 女 本科 13011912210496 福建诉祥律师事务所 刘志毅、洪继明 专职 2021年1月5日

5 李琛 女 本科 13011910210464 福建名闻律师事务所 李元忠 专职 2021年1月5日

6 钟佩杉 女 本科 13011912210507 福建奥闽律师事务所 林美 专职 2021年1月5日

7 何惠琳 女 本科 13011912210515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高艳 专职 2021年1月6日

8 陈少卿 男 本科 13011906110209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李峰石、李芳妮 专职 2021年1月6日

9 陈子逸 男 本科 13011910110430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立新、陈燕华 专职 2021年1月6日

10 李璐 女 本科 13011910210494 福建度德律师事务所 赵秀芝 专职 2021年1月6日

11 林家锋 男 本科 13011910110493 福建度德律师事务所 赵秀芝 专职 2021年1月6日

12 陈咏晗 女 硕士 13011912210504 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 罗炘炘 专职 2021年1月7日

13 官宁珍 女 本科 13011912210552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一能、黄龙昌 专职 2021年1月7日

14 陈晓烽 男 本科 13011912110520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叶文兴、郭昌添 专职 2021年1月7日

15 黄颖 女 本科 13011912210498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周林 专职 2021年1月7日

16 罗浩然 男 本科 13011912110517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胜 专职 2021年1月7日

17 张磊 女 硕士 1301191221050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大光 专职 2021年1月7日

18 江晓阳 男 本科 13011912110506 福建闽榕建律师事务所 张步振 专职 2021年1月7日

19 凌雪飞 女 本科 13011912210505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关张泉 专职 2021年1月8日

20 黄芳梅 女 本科 13011910210409 福建旭鼎律师事务所 林斌 专职 2021年1月8日

21 郑惠珍 女 本科 13011910210435 福建创富律师事务所 刘学铨、刘行星 专职 2021年1月8日

22 何征宇 男 本科 13011906110273 福建润税律师事务所 张忠城 专职 2021年1月8日

23 王麒皓 男 硕士 13011912110501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孙昱晓 专职 202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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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詹子豪 男 本科 13011912110523 福建坤海律师事务所 林财文 专职 2021年1月8日

25 钟陈燕 女 本科 13011910210443 福建润税律师事务所 郑翔 专职 2021年1月8日

26 宋玲 女 硕士 13011912210509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林曦、朱永传 专职 2021年1月11日

27 陈光卓 男 硕士 13011912110521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魏来 专职 2021年1月11日

28 林孔耀 男 本科 13011904110130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金、钟永元 专职 2021年1月11日

29 阙金凤 女 硕士 13011912210511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芳漩、林桢 专职 2021年1月11日

30 黄丹青 女 硕士 13011912210510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钱冠笛 专职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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