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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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冬梅 女 本科 13011801210041 福建鼎飞律师事务所 张思春 专职 2020年1月2日

2 陈熠龙 男 本科 13011812110471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江小金 专职 2020年1月2日

3 陈圣振 男 本科 13011810110371 福建青翰律师事务所 薛增 专职 2020年1月3日

4 陈鸿铿 男 本科 13011812110470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刘增明 专职 2020年1月3日

5 王桂义 男 本科 13011812110445 福建善胜律师事务所 倪晶、陈建华 专职 2020年1月6日

6 刘智妹 女 本科 13011812210464 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 陈成绩、李静雅 专职 2020年1月6日

7 林翔 男 本科 13011808110313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黄祥滨 专职 2020年1月6日

8 毛小梅 女 本科 13011812210458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斌 专职 2020年1月6日

9 史丽丽 女 本科 13011812210466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黄晓敏 专职 2020年1月6日

10 梁枫 女 本科 13011812210459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永辰 专职 2020年1月7日

11 陈若林 男 本科 13011704110352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陈学龙 专职 2020年1月7日

12 吴国贤 男 本科 13011812110450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郭培、洪安然 专职 2020年1月7日

13 李超 男 本科 13011812110483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郭坚 专职 2020年1月7日

14 程洵 男 本科 13011808110241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张胜 专职 2020年1月7日

15 张静 女 本科 13011810210404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潘兴剑 专职 2020年1月7日

16 詹文星 男 本科 13011812110452 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 朱恒 专职 2020年1月8日

17 陈镇宏 男 本科 13011812110472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张宏 专职 2020年1月8日

18 王静 女 本科 13011812210473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张宏 专职 2020年1月8日

19 郭丹丹 女 本科 13011812210488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赖月英 专职 2020年1月8日

20 洪敏敏 女 本科 13011812210451 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 朱恒 专职 2020年1月8日

21 林瑞袁 男 本科 13011812110453 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映辉 专职 2020年1月8日

22 王国栋 男 本科 13011808110255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朱健 专职 2020年1月8日

23 洪礼军 男 本科 13011810110388 福建吴浩沛律师事务所 肖娟 专职 2020年1月9日

24 陈燕钦 女 本科 13011801210092 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 郑秀珠 专职 2020年1月9日

25 吴士韬 男 本科 13011812110448 福建诚真律师事务所 翁发祥、林洁 专职 2020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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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蔡钰铃 女 本科 13011810210439 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映辉 专职 2020年1月9日

27 郑祥凤 女 本科 13011804210162 福建中亚海天律师事务所 陈建明 专职 2020年1月9日

28 刘荣清 男 本科 13011810110369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周萍 专职 2020年1月9日

29 李慧宇 女 本科 13011812210456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颜隆海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0 许燕瑜 女 本科 13011808210299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阮受慧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1 陈兰玲 女 本科 13011810210423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陈能武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2 陈巧钗 女 本科 13011810210413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卓化送、张顺代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3 陆宏运 男 本科 13011801110026 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 黄晓武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4 林隽逸 男 本科 13011801110106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薛命喜、林家棋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5 徐媛 女 本科 13011812210477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翁智敏、刘鹏飞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6 张云 女 本科 13011806210227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纪龙通、廖美红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7 陈安迪 男 本科 13011812110467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丁文辉、郑珍清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8 陈晓燕 女 本科 13011812210460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刘善理 专职 2020年1月9日

39 林兵 男 本科 13011812210479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张罕溦 专职 2020年1月9日

40 陈银玲 女 硕士 13011808210304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陈淑媛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1 冉秀红 女 本科 13011812210482 福建坤海律师事务所 林财文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2 陈翠玲 女 本科 13011812210487 福建臻永律师事务所 陈立斌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3 何婷婷 女 本科 13011812210454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高艳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4 陈文强 男 硕士 13011808110243 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 陈宇、陈尔珠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5 吴玲 女 本科 13011812210463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黄发坦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6 崔宁文 男 本科 13011806110199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蓝柏荣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7 陈少雄 男 本科 13011812110461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馨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8 叶建楠 男 本科 1301181211045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立永、陈园园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49 王锋 男 本科 13011812110474 福建臻永律师事务所 陈立斌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0 陈明瀚 男 本科 13011810110407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李达、程继红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1 王悦 女 硕士 13011806210206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晓锋、吴煜晨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2 何珠珠 女 本科 13011808210258 福建亚恩律师事务所 江化莺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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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黄微 男 本科 13011801110094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冯尧华、柳黎虹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4 王洪 男 本科 13011801110067 福建格策律师事务所 林守垚、施宗朝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5 张艺颖 女 本科 13011812210481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唐加峰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6 刘为丹 女 本科 13011810210436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敏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7 李喆 男 硕士 13011810110428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苏小榕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8 龚自强 男 本科 13011810110424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肖杰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59 黄澄祥 男 本科 13011801110015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谢譞琦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60 施海婷 女 本科 13011801210112 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 郑毅、吴小迪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61 刘天强 男 本科 13011806110189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双阳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62 杨嘉康 男 本科 13011801110086 福建正实律师事务所 陈少杰、王圣恩 专职 202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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