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1年度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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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玮 女 本科 13012006210243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姜常曈 专职 2021年7月9日

2 叶欢欢 女 硕士 1301200621024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迪、侯立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3 郭浩 男 博士 13011906120244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伟坤 兼职 2021年7月5日

4 刘欣 女 本科 13011908210342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郭培 专职 2021年7月9日

5 林都 男 本科 13012005110193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涂哲君 专职 2021年7月9日

6 曹兰兰 女 硕士 13012004210041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龙晖、游馨 专职 2021年7月9日

7 叶卿 女 本科 13012005210199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柱强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8 唐钦润 男 本科 13012004110046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赛莺 专职 2021年7月6日

9 尤惠丽 女 本科 13012005210160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汤桂凤、阮受慧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10 游小娟 女 本科 13012005210060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华 专职 2021年7月9日

11 邱正 男 本科 13011910110484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杰 专职 2021年7月8日

12 李家伟 男 本科 13012004110033 福建博世律师事务所 童建炫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13 刘潇雨 女 本科 13012005210152 福建博世律师事务所 林勤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14 邱晨瑾 女 本科 13012005210190 福建大佳（平潭）律师事务所 林海东 专职 2021年7月9日

15 陈昉 男 本科 13012005110095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张昌忠 专职 2021年7月7日

16 吴臻 男 本科 13012006110227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潘清泉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17 陈明煌 男 本科 13012006110230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简明照、游金贵 专职 2021年7月5日

18 杨德华 男 本科 13012004110027 福建怀司律师事务所 庄丽萍 专职 2021年7月8日

19 詹贺雅 女 硕士 13011910210444 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 陈宇、陈尔珠 专职 2021年7月7日

20 卓婕蓉 女 本科 13012006210237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 游晓芳 专职 2021年7月7日

21 熊爱华 女 本科 13012006210220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 黄清枝 专职 2021年7月5日

22 余小春 女 本科 13012006210241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 游晓芳 专职 2021年7月7日

23 黄文超 男 硕士 13012006110249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陈龄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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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施文华 女 本科 13012006210216 福建岚毅律师事务所 丁爱香、林盛 专职 2021年7月5日

25 付静思 女 本科 13012003210009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林铭星 专职 2021年7月9日

26 郭雪梅 女 本科 13012006210217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黄雨玲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27 王鸯 女 本科 13012004210037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徐远丰 专职 2021年7月9日

28 纪仲尧 男 本科 13012006110223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林灵香、林峰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29 陈樑 男 本科 13012006110214 福建沃博律师事务所 李松 专职 2021年7月7日

30 吴志进 男 本科 13012006110215 福建祥仲申律师事务所 章志强 专职 2021年7月7日

31 黄灵超 女 本科 13012004210039 福建学金律师事务所 郭学金、姚兴禄 专职 2021年7月8日

32 丁晓彬 男 本科 13012006110232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卓求存 专职 2021年7月9日

33 尤文森 男 硕士 13012005110210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威 专职 2021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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