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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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靖基 男 本科 13012012110435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林花、吴美艳 专职

2 张睿 女 本科 13012012210432 福建梓荣律师事务所 黄丽华 专职

3 张丽明 女 本科 13012012210431 福建梓荣律师事务所 黄丽华 专职

4 刘昌成 男 本科 13012012110477 泰和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游珑、张亚俊 专职

5 林梦婷 女 本科 13012005210126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叶宗林 专职

6 陈俊明 男 本科 13012012110453 福建鼎轩律师事务所 吴文深、黄连友 专职

7 王莉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6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蒋清 专职

8 余世明 女 本科 13012012210436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学龙 专职

9 李燕 女 本科 13012005210066 福建正实律师事务所 王圣恩 专职

10 肖颖 女 本科 13012012210450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林晓晖 专职

11 张妍 女 本科 13012012210434 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 耿泽伟 专职

12 卓莉莉 女 本科 13012010210406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伟彬 专职

13 陈佳 女 本科 13012012210429 福建润税律师事务所 张忠城、姚正贵 专职

14 黄灵艳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5 福建天福律师事务所 程奇峰 法援

15 施佳佳 女 本科 13012012210433 福建建发律师事务所 张海卿 专职

16 刘畅 女 本科 13012010210383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何伟杰 专职

17 王小芳 女 本科 13012010210368 福建鑫尊律师事务所 林美 专职

18 张王谧 女 硕士 13012010210356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庹政享 专职

19 刘静 女 本科 13012012210468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陈彩霞、李巍 专职

20 庄春燕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4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施明行 专职

21 林若楠 女 本科 13012012210437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江 专职

22 蓝之晗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0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杨夏冬 专职

第 1 页，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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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沈志文 男 本科 13012012110461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大光、欧阳灶文 专职

24 林诺楠 女 硕士 13012012210443 福建闽君律师事务所 曾鸿鸣、陈沐清 专职

25 李茜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1 上海金钻（福州）律师事务所 邱本斌 专职

26 叶佳玲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2 上海金钻（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金添 专职

27 易丹丹 女 本科 13012012210463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王镇 专职

28 张帆 男 本科 13012005110207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丽娟 专职

29 彭先灼 男 硕士 13012008110315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春龙 专职

30 傅如愿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7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方美羡 专职

31 林蓉 女 硕士 13012012210465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张罕溦 专职

32 林锦仪 女 硕士 13012012210469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王芳 专职

33 杨慧 女 本科 13012010210369 福建华睦律师事务所 吕康生 专职

34 许腾 男 本科 13012012110462 福建名闻律师事务所 李元忠 专职

35 陈秀岚 女 本科 13012012210471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林武纬 专职

36 聂思 女 本科 13012012210472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刘鹏飞 专职

37 陈莉鑫 女 硕士 13012008210310 福建知茂律师事务所 卓求存 专职

38 林嘉美 女 本科 13012012210428 福建润税律师事务所 张忠城、姚正贵 专职

39 江茉甄 女 本科 13012012210460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沈荔融 专职

40 欧阳泓涛 男 本科 13012012110484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刘侹杰 专职

41 张自玲 女 本科 13012008210278 福建皓森律师事务所 谢德美 专职

42 徐秉恭 男 本科 13012012110479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钟家永 专职

43 张淦 男 本科 13012005110149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张胜 专职

44 李丽君 女 本科 13012005210090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张宇、嘉萃 专职

45 田莹 女 本科 13012006210212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黄榕城 专职

46 郑钢 男 本科 13012003110020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马榕辉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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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林莹 女 本科 13012012210448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潘玲玲 专职

48 林轩 男 本科 13012012110451 福建格策律师事务所 林守垚 专职

49 彭樱红 女 本科 13012012210470 福建尚谋律师事务所 吴永锋 专职

50 罗琳玲 女 本科 13012006210213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郑圣印、游韶东 专职

51 黄栩峰 男 本科 13012010110399 福建平复律师事务所 刘阳胜 专职

52 曹歆怡 女 本科 13012012210485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曹文安 专职

53 洪雅煌 女 本科 13012006210235 福建三祥律师事务所 梅新生 专职

54 石仁林 男 本科 13012008110286 福建名匠律师事务所 郑庆寨 专职

55 王翔 男 本科 13012005110083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姚奋振 专职

56 林玉晨 男 本科 13012005110181 上海协力（福州）律师事务所 卓文钦 专职

57 谢成龙 男 本科 13012010110417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林锦、朱柏涛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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