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1年度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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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晨耀 男 本科 13012005110179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佘春香 专职 2021年11月4日

2 陈梅 女 本科 13012010210382 福建尚谋律师事务所 陈晶 专职 2021年11月4日

3 林容 女 本科 13012010210423 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 陈春花 专职 2021年11月4日

4 余佳星 女 本科 13012010210372 福建融思佳律师事务所 郑文彬 专职 2021年11月4日

5 曹鸾娇 女 本科 13012010210370 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 陈春花 专职 2021年11月4日

6 周静 女 本科 13012010210392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卢曾禄、袁海清 专职 2021年11月4日

7 张温挺 男 本科 13012005110153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朱健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8 叶炎兵 男 本科 13012008110250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张宝树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9 姜伟 男 本科 13012005110100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余文蔚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0 邹文彬 男 本科 1301200511010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斌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1 花语 女 本科 1301200621024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敏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2 陈锦鹏 男 本科 1301201011042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龚雅铃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3 陈正峰 男 本科 13012010110405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胜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4 吴玉奇 女 本科 13012010210376 福建尊融律师事务所 方国建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5 高雅婷 女 本科 13012010210359 福建火商律师事务所 陈频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6 阮宇婷 女 硕士 13012010210365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伟江、吴珍榕 专职 2021年11月5日

17 王聪儿 女 硕士 13012010210389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君华 专职 2021年11月8日

18 黄梅仙 女 本科 13012010210419 福建纵驰律师事务所 陈鸿星 专职 2021年11月8日

19 郑展宏 男 本科 13012010110361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柯伟强、贺英 专职 2021年11月8日

20 林美怡 女 本科 13012010210425 福建合众天成律师事务所 林振翔、陈琳 专职 2021年11月8日

21 陈见非 女 本科 13012010210398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卢健、齐伟 专职 2021年11月8日

22 吴甄菲 女 本科 13012008210312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仁瑞 专职 2021年11月8日

23 李丽钦 女 硕士 13012008210299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方美琴 专职 2021年11月8日

24 王荣花 女 硕士 13011910220414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黄建峰、余玲 兼职 2021年11月9日

25 潘晓梅 女 本科 13012010210386 福建浩学律师事务所 吴煌英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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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林逸凡 女 硕士 13012010210402 泰和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岸涛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27 吴文雨 女 硕士 13012010210414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杨瑞田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28 李艳芬 女 本科 13011910210461 福建拓中律师事务所 张江波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29 王诗琪 女 本科 1301201021042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曾广文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30 郑福川 男 本科 13012010110395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刘鹏飞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31 温琼红 女 本科 13012005210165 福建归一律师事务所 陈建新、陈林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32 王淑华 女 本科 13012008210334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浩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33 胡淑妙 女 本科 13012010210385 福建闽榕建律师事务所 蔡铭铭、陈虹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34 林云金 女 本科 13011912210519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薛爱玲 专职 2021年11月9日

35 王梓鸿 男 硕士 13012010110407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王晓昉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36 陈飞凤 女 硕士 13012010210413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黄耀骥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37 吴圣清 男 本科 13012010110378 福建秉峰律师事务所 蔡一楠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38 高倩 女 本科 13012010210409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雅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39 张洁 女 硕士 13012010210396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罗秋榕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0 陈梦如 女 硕士 13012010210400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方建华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1 张韩 男 硕士 13012005120162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开辉 兼职 2021年11月10日

42 林文涛 男 硕士 13012008110335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魏来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3 施荣发 男 本科 13012010110412 福建三瑞律师事务所 许火狮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4 张含知 女 本科 13012005210156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林燕秋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5 陈玉茹 女 硕士 13012010210362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罗超英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6 陈鑫瑶 女 本科 13012005210117 广东卓建（福州）律师事务所 张城富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7 张烨坤 男 本科 13012010110416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张家烜、陈杭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8 陈美观 女 本科 13012010210358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郑枫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49 余昌锭 男 本科 13012010110394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微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50 陈兰祎 女 本科 13012004210023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伟坤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51 陈玲 女 本科 13012005210150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张伟阳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52 林光华 男 本科 13012005110183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杨彩凤、张伟阳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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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许仪 女 本科 13012010210397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文进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54 陈智昕 男 本科 13012010110393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郭秀刚、薛巧鸾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55 黄静如 女 硕士 13012010210364 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 江鼎平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56 陈航 男 本科 13012010110360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徐叶莹、林燕锋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57 方家豪 男 硕士 13012010110379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李文希 专职 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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