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1年度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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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侠 男 本科 13012008110256 福建鼎飞律师事务所 张思春 专职 2021年9月1日

2 陈朴 男 本科 13012005110097 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 叶树春、黄强 专职 2021年9月1日

3 张颖 女 硕士 13012005220056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余泉水 兼职 2021年9月2日

4 杨晓翠 女 本科 13012008210349 福建承尚律师事务所 李岩 专职 2021年9月2日

5 黄志鹏 男 本科 13012008110285 福建力格律师事务所 杨亚泉 专职 2021年9月2日

6 蒋秀秀 女 本科 13012008210261 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 李秀玲 专职 2021年9月3日

7 姜丹 女 硕士 13012005210099 福建万广律师事务所 李露华 专职 2021年9月3日

8 林威 男 本科 13012005110148 福建振岳律师事务所 林报论 专职 2021年9月3日

9 翁凯宁 女 本科 13012003210010 福建通民律师事务所 叶磊 专职 2021年9月3日

10 刘小丹 女 硕士 13011910210419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洪志明 专职 2021年9月3日

11 刘文钦 男 本科 13012005110164 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剑敏 专职 2021年9月3日

12 陈珺 女 本科 13012005210101 福建尔凡律师事务所 肖振蕊、林亮 专职 2021年9月3日

13 杜影影 女 硕士 13012008210336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钱亮、彭毅 专职 2021年9月6日

14 王彬宇 男 本科 13012008110270 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珠英 专职 2021年9月6日

15 孙震 男 本科 13012008110294 泰和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何圣恩、许淑娟 专职 2021年9月6日

16 魏静怡 女 本科 13012006210242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杨瑞田 专职 2021年9月6日

17 梁天鸿 女 本科 13012008210268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江长祥 专职 2021年9月6日

18 龚蓓 女 硕士 13012008210287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喻冰俊 专职 2021年9月6日

19 任佳 女 本科 13012005210171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兴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0 林绮虹 女 本科 13012005210173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建华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1 赵乐 男 本科 13012008110350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严孙伟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2 张琳 女 本科 13012008210293 福建沃博律师事务所 杨斌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3 余馨 女 本科 13012008210277 福建共与和律师事务所 陈建明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4 郭小书 女 硕士 1301200621024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金麟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5 林坤鑫 女 本科 13012006210234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陈至育 专职 2021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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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江瑶 女 本科 13012005210119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叶道明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7 江晓妍 女 硕士 13012008210265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黄瑶 专职 2021年9月6日

28 刘辉 男 本科 13012003110019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黄必恭 专职 2021年9月7日

29 黄紫薇 女 本科 13012008210271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为贤、洪清泉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0 林齐晨 男 本科 13012008110309 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 陈琳晖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1 陈海青 女 本科 13012008210251 福建华忠盛律师事务所 阮依顺、张顺代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2 余俊华 男 本科 13011904110173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林晶、李月华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3 陈思颖 女 本科 13012008210279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罗义炜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4 郭燕玲 女 本科 13012008210339 福建世纪新安律师事务所 夏明森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5 陈伟谦 男 本科 13012008110269 福建合众天成律师事务所 何伟杰、陈琳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6 王鑫平 男 本科 13012008110266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国靓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7 王泽慧 女 硕士 13012008210255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涂哲君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8 翁欣欣 女 本科 13012008210258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柳黎虹 专职 2021年9月7日

39 刘楚君 女 本科 13012008210272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王怀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0 陈如 女 本科 1301200521014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龚雅铃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1 庄佩岚 女 硕士 13012008210282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思亨、陈棋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2 吴泳燊 男 本科 13012008110274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琰、薛烨楠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3 郭磊 男 本科 13012005110154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琰、林明星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4 陈燕冰 女 本科 13012008210345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李丹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5 李泽聪 女 本科 13012008210267 福建光榕律师事务所 张洁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6 陈瑶 女 本科 13012005210132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王逢俊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7 吕霞 女 硕士 1301200821031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迪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8 李松颖 女 本科 13012008210306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崇崇、郑振锋 专职 2021年9月7日

49 陈敏 女 本科 1301200821035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杨丁娟、李晓兰 专职 2021年9月7日

50 陈昱颍 女 本科 13012008210273 福建士恒律师事务所 薛翠铃、林愷 专职 2021年9月7日

51 卓孟 女 本科 13012008210331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黄发坦 专职 2021年9月7日

52 熊建军 男 博士 1301191212049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韩正武、郑文斐 兼职 2021年9月8日

第 2 页，共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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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方伟政 男 本科 13012008110344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李伟川 专职 2021年9月8日

54 郑成航 女 本科 13012004210035 福建汇成律师事务所 朱国辉 专职 2021年9月8日

55 徐小霞 女 本科 13012005210111 福建韦达律师事务所 黄明贵 专职 2021年9月8日

56 叶闽超 男 硕士 13012008110326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刘雄 专职 2021年9月8日

57 江燕 女 本科 13012008210257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邓雪荣 专职 2021年9月8日

58 郑珊珊 女 本科 13012005210054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林钦 专职 2021年9月8日

59 林丽燕 女 硕士 13012008210318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展鹏、陈肖冰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0 赖秀娟 女 本科 13012008210264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柱强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1 邱彬 男 本科 13011912110513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张胜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2 杨艺虹 女 本科 13012008210290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皮慧英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3 李世阳 男 本科 13012005110163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馨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4 罗卢馨 女 本科 13012008210280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林银香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5 包大熔 男 本科 1301200811030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振锋、黄崇崇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6 朱智锴 男 本科 13012008110343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鹏、赵娜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7 赵臻 女 硕士 1301200821033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郑雄英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8 周锐 男 本科 1301200511012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周辉强 专职 2021年9月8日

69 庄午 男 本科 1301200811030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桂春、李辉 专职 2021年9月8日

70 翁梅红 女 硕士 13012008210288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杜昌敏 专职 2021年9月8日

71 林梦楠 女 硕士 13012008210291 福建金小蜂律师事务所 陈小婧 专职 2021年9月8日

72 林姝宜 女 本科 13012008210342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刘侹杰 专职 2021年9月8日

73 林洁 女 本科 13012008210323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赛莺、李茜 专职 2021年9月8日

74 马楠 女 硕士 13012008210254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薛鸿红、郭里铮 专职 2021年9月8日

75 刘闽雪 女 硕士 13012008210289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蒋洮婷 专职 2021年9月9日

76 陈颖 女 硕士 13012008210295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邵建勋 专职 2021年9月9日

77 吴冕之 女 本科 13012005210186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马兰花 专职 2021年9月9日

78 金鑫 男 硕士 13012005110208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必望、蔡思斌 专职 2021年9月9日

79 谢小云 女 本科 13012008210340 福建闽冠律师事务所 林庆 专职 202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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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程厚森 男 本科 13012008110296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陈柄庚、叶燕芳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1 郑榕华 女 本科 13012005210062 福建青翰律师事务所 王慕姬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2 詹玉铭 女 本科 13012008210305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沈展昌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3 张茜 女 本科 13012008210322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成绩、李静雅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4 洪青青 女 本科 13012008210328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徐刘海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5 陈砺涵 男 本科 13012008110346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薛平妹、王蒋清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6 陈敬雄 男 本科 13011910110451 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江承继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7 马铭臻 女 本科 13012006210228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娄得金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8 朱辉 女 本科 13012008210262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张敏、张宗良 专职 2021年9月9日

89 朱楠 男 本科 13012005110077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孙昱晓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0 林珣 男 本科 13012006110218 福建王认律师事务所 林志炎、余岳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1 邱福杰 男 本科 13012006110236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钟家永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2 林维维 女 本科 13012006210239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昊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3 李淑炜 女 本科 13012008210301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黄祥滨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4 魏桦珍 女 本科 13012008210302 福建亚太天正律师事务所 陈灏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5 陈晓琪 女 本科 13011910210378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林峰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6 肖良川 男 本科 13012008110253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马铁明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7 李文捷 男 本科 13012006110219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王雨 专职 2021年9月9日

98 魏文翠 女 硕士 13011910210439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陈锦卿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99 高雯瑶 女 本科 13012008210338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方兴、林克塔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0 陈欢 女 本科 13012006210231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郭奕芬、欧慧琳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1 黄敬宇 男 本科 13012005110115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谢譞琦、林茜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2 袁健洲 男 硕士 13012008110297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刘晨璐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3 陈丽安 女 本科 13012005210158 福建名匠律师事务所 郑庆寨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4 吴宇杭 男 本科 13012005110161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德和、邓志煌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5 吴宾群 男 本科 13012005110128 福建攻略律师事务所 李峰石、陈锦卿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6 许涵颖 女 本科 13011912210526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王镇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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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孙洁涵 女 本科 13012006210238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炜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8 陈彪 男 本科 13012008110275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陈柄庚、花明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09 赵志鹏 男 硕士 13012008110252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林晓瑜、王晓昉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10 孙艺喆 女 硕士 13012008210319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徐军、李茜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11 魏淑洁 女 本科 1301200821032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钟彬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12 陈登亮 男 本科 13011904110094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胡绍全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13 聂颖 女 本科 13012006210222 福建泽方律师事务所 陈本鹤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14 叶文淑 女 本科 13012005210146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池建伟、余玲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15 张青梅 女 硕士 13012008210311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许萍、杨海娟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116 林孟婷 女 本科 13012008210281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潘先兵、江冰冰 专职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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