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1年度第三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面试考核合格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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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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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时间

1 江贤全 男 本科 13011904110143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姚奋振 专职 2021年5月7日

2 李执 男 本科 13012005110140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姚若彬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3 林杯江 男 本科 13012005110087 福建品典律师事务所 卢伯尧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4 付曦 女 本科 13012005210180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邱国营、陈爱玲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5 俞若昕 男 本科 1301200511013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辉 专职 2021年5月6日

6 朱晓华 女 本科 13011906210225 福建福兴律师事务所 罗国文 专职 2021年5月7日

7 周浚哲 男 硕士 13011906110245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明铭 专职 2021年5月8日

8 赵雅兰 女 本科 13012005210137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夏朝晖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9 戴梅军 女 本科 13012005210112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江承继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10 袁一 女 本科 13012005210201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潘清泉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11 魏贵珍 女 本科 13012005210143 福建通享律师事务所 柯榕晖、何龙 专职 2021年5月6日

12 陈张达 男 硕士 13012004110024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史颖仪、黄晓东 专职 2021年5月8日

13 林俊奕 男 本科 13012005110188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建青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14 李骋昊 男 本科 13012005110051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张子辉 专职 2021年5月6日

15 张健 女 本科 13012005210098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颜隆海 专职 2021年5月6日

16 陈懿 男 本科 13012005110084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吴丹、陈奇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17 阮政杰 男 本科 13011906110235 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龙华 专职 2021年5月8日

18 张威 女 硕士 13012005210108 福建格策律师事务所 林守垚 专职 2021年5月8日

19 余影梅 女 本科 13012005210176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胡伦扬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20 陈倩 女 本科 13012005210205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王宇亮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21 刘文婷 女 本科 13011906210233 福建金小蜂律师事务所 洪凤平 专职 2021年5月8日

22 罗淑婷 女 本科 13012005210091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兰永华、方苗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23 郑杉杉 女 本科 13012005210080 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 黄晓武、徐礼明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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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郑昭莹 女 本科 13012005210075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王征云、郑文华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25 庄雪怡 女 本科 13012004210030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增鸣 专职 2021年5月8日

26 胡永衡 男 本科 1301200511012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江安南 专职 2021年5月8日

27 黄烁 男 本科 13012005110113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王鹏周、陈昭森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28 魏子祺 男 本科 13012005110159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王祺 专职 2021年5月14日

29 刘正煜 男 本科 13012005110074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海峰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30 余梅芳 女 本科 13012005210127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德和 专职 2021年5月8日

31 周莹 女 本科 13012005210079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彬彬 专职 2021年5月8日

32 唐婉茹 女 本科 13011912210524 福建坤海律师事务所 林财文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33 高冰倩 女 本科 13012005210151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挺、陈建青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34 李秀林 女 本科 13012004210029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昇 专职 2021年5月8日

35 黄燕丹 女 本科 1301200521013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曾广文、林璧 专职 2021年5月8日

36 谢恩宁 女 本科 13012004210049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李丹 专职 2021年5月13日

37 郑灵 女 本科 13012004210040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燕华、刘玲玲 专职 2021年5月8日

38 陈知轩 男 本科 13012005110094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潘毅、周学伦 专职 2021年5月8日

39 江洁琼 女 本科 13012005210118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余文群、高扬良 专职 2021年5月8日

40 陈巧玲 女 本科 1301200521012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必勇、陈园园 专职 2021年5月8日

41 陈声勤 男 本科 13011910110420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叶必成 专职 2021年5月8日

42 蒋增权 男 硕士 13012004110044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王长金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43 陈玲 女 本科 13012005210096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徐刘海 专职 2021年5月12日

44 陈为志 男 本科 13012004110042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黄岩平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45 李绮柔 女 本科 13012005210138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蔡文惠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46 宋丹青 女 本科 13011912210516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林勇 专职 2021年5月12日

47 包煜杉 女 本科 13012005210078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建生 专职 2021年5月13日

48 杨梦婷 女 本科 1301200521019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朱芳 专职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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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陈冰芝 女 本科 13012005210121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新生、谢毅 专职 2021年5月8日

50 薛繁辉 男 本科 13012004110034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林瑞、吴美艳 专职 2021年5月8日

51 叶梦婷 女 本科 13012005210139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喻冰俊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52 梁长长 男 本科 13011908110326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卓文彬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53 杨蔚菁 女 研究生 13012005210147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朱柏涛 专职 2021年5月7日

54 吴智杰 男 本科 13012005110209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秋萍、谢平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55 邱可 女 本科 13012005210052 福建乐创律师事务所 黄玉玲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56 黄靓 女 本科 13012005210166 福建建达（马尾）律师事务所 林达国 专职 2021年5月12日

57 吴佳雯 女 本科 13012005210170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林伟 专职 2021年5月7日

58 施文婷 女 本科 13012002210008 福建创富律师事务所 钟林芳、刘行星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59 吴冕 男 本科 13012005110089 福建群韬律师事务所 李伟 专职 2021年5月12日

60 王建军 男 本科 13012005110211 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 阮受慧 专职 2021年5月13日

61 洪启佾 男 本科 13011804110138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吴玉姜、唐建景 专职 2021年5月14日

62 马雪娇 女 本科 13012005210071 福建司安律师事务所 吴思安 专职 2021年5月12日

63 叶丽群 女 本科 13012005210081 福建博亘律师事务所 孙庆洪 专职 2021年5月14日

64 林雪娇 女 本科 13012005210064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林家棋 专职 2021年5月14日

65 陈仕玮 男 本科 13012005110073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黄瑞玲、乐宣浪 专职 2021年5月14日

66 陈撼尘 男 本科 13012005110067 福建秉峰律师事务所 陈恒峰 专职 2021年5月7日

67 赵英 女 本科 13012005210088 福建沃博律师事务所 杨斌 专职 2021年5月7日

68 周思怡 女 硕士 13012005210177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赖月英、薛平妹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69 周尊龙 男 硕士 13012005110142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吴玉杰、李式建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70 陈美青 女 本科 13012005210072 上海靖予霖（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柳明 专职 2021年5月7日

71 王健 男 本科 13012004110031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罗义炜 专职 2021年5月7日

72 邱振雯 女 本科 13012005210185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吴云 专职 2021年5月7日

73 吕镇涛 男 本科 13012005110178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学龙、王明文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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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林剑霞 女 本科 13012005210204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付丛 专职 2021年5月13日

75 陈健玲 女 本科 13012005210169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王忠钦、俞鹭鸿 专职 2021年5月13日

76 王子恒 男 本科 13012005110065 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 余美峰 专职 2021年5月6日

77 程保江 男 本科 13012005110082 福建千木林律师事务所 江飞 专职 2021年5月6日

78 林心苗 女 本科 13012005210192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冯斌 专职 2021年5月6日

79 蒋京津 女 本科 13012005210068 福建闽汀律师事务所 郑进禄 法律援助 2021年5月8日

80 陈嘉怡 女 本科 13012005210069 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 郑秀珠 专职 2021年5月6日

81 吴鹏程 男 本科 13012005110063 福建针峰律师事务所 林月钰 专职 2021年5月6日

82 李磊 男 本科 13012005110191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龙昌 专职 2021年5月7日

83 徐雪婷 女 本科 13012005210196 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 江锋 专职 2021年5月8日

84 高妍 女 本科 13012005210057 上海兰迪（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争 专职 2021年5月8日

85 陈丽枝 女 本科 13012005210175 福建宇开律师事务所 林燕 专职 2021年5月6日

86 郑尧佳 女 本科 13012005210172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秀琼、郑少芬 专职 2021年5月8日

87 叶小双 女 本科 13012005210182 福建润税律师事务所 郑翔 专职 2021年5月8日

88 陈秋泓 女 硕士 13012005210103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建添 专职 2021年5月8日

89 陈英 女 本科 13012005210058 福建紫阳律师事务所 陈金龙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90 柯佳敏 男 本科 13012005110061 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 游金德 专职 2021年5月6日

91 李欣旻 女 本科 13012004210047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马艺宾 专职 2021年5月7日

92 林晓晴 女 本科 13012004210038 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 薛素玲 专职 2021年5月8日

93 陈榕 女 本科 1301200521012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星泽、邢福乐 专职 2021年5月6日

94 王泽坤 男 本科 13012005110104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王接 专职 2021年5月8日

95 叶思萍 女 本科 13012004210043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陈捷 专职 2021年5月8日

96 晋益飞 男 本科 13012005110133 福建信得律师事务所 杨友伟 专职 2021年5月14日

97 林淑雯 女 本科 13012003210017 福建闽君律师事务所 曾鸿鸣 专职 2021年5月14日

98 肖九锥 男 本科 13012005110168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卢曾禄、袁海清 专职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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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吴菲菲 女 本科 13012005210086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杨长清 专职 2021年5月8日

100 方媛 女 本科 13012005210059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华 专职 2021年5月11日

101 叶涛 男 本科 13012005110093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陈彧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102 吴雅榕 女 本科 13012005210131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邱凯 专职 2021年5月6日

103 王尧 男 本科 13012005110102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陆月娥、吴增鸣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104 肖泽洲 男 本科 13012005110184 泰和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珑、张亚俊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105 姚玮蓉 女 本科 13012004210050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江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106 薛红 女 本科 13012004210026 福建立恩律师事务所 肖晖、郭承思 专职 2021年5月6日

107 黄艺洁 女 本科 13012005210053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锴 专职 2021年5月8日

108 王辉 男 本科 13012005110092 福建汇德（平潭）律师事务所 游鸿燕 专职 2021年5月8日

109 陈逸宁 女 本科 13012005210200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锴 专职 2021年5月8日

110 肖克敏 女 本科 13012005210114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陈少涌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111 池同东 男 本科 13012005110155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明星 专职 2021年5月13日

112 余素华 女 本科 13012005210194 福建元一律师事务所 林勇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113 郑紫雯 女 本科 13012005210130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朱永传 专职 2021年5月7日

114 龚少丽 女 本科 13012005210110 福建青翰律师事务所 王慕姬 专职 2021年5月10日

115 李滋帅 男 本科 13012005110167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王容艮 专职 2021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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