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2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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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玲 女 本科 13012010210388 福建浩学律师事务所 吴煌英 专职

2 周楚楚 女 本科 13012008210348 福建纵驰律师事务所 林美玉、许朝鹏 专职

3 张志强 男 本科 13012102110019 福建大佳（平潭）律师事务所 林海东 专职

4 陈绍枫 男 本科 13012005110141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黄家进 专职

5 朱小羽 女 本科 13012012210476 福建望重律师事务所 刘超荣、吴涌盛 专职

6 洪子元 男 硕士 13012008110303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江小金 专职

7 吴锟斌 男 本科 13012006110221 福建金小蜂律师事务所 魏益霞 专职

8 林心言 女 本科 13012008210284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彬彬 专职

9 王昱杰 男 本科 13012010110387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邱健涛、朱亚辉 专职

10 鲍美龄 女 本科 13012010210373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杨梅艳 专职

11 李彩云 女 本科 13012102210029 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 谢旸超、刘敏敏 专职

12 林芳慧 女 本科 13012010210411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王雨、张宏 专职

13 陈秀惠 女 本科 13012008210298 福建闽航律师事务所 林凤 专职

14 黄跃杰 男 本科 13012010110410 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 专职 专职

15 陈凤彬 女 本科 13012102210020 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 许建雄 专职

16 陈莉 女 本科 13012102210021 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 陈惠琴 专职

17 吴嘉逸 男 本科 13012005110116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健斌 专职

18 王雯雯 女 硕士 13012102210014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重取 专职

19 杨圣 男 本科 13012102110004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马威、王民 专职

20 王书怡 女 本科 13012102210013 福建日尧律师事务所 陈高林、冯敏 专职

21 王永校 男 本科 13012102110010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许水清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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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林润杰 男 本科 13012010110377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陈能武 专职

23 王子睿 男 硕士 13012102110024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李清 专职

24 韩文娟 女 硕士 13012102220032 福建联合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庹政享 兼职

25 陈力丰 男 硕士 13012102110031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倪玛宁 专职

26 魏致远 男 硕士 13012010110366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林凯 专职

27 周新秋 女 本科 13012012210427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陈能武 专职

28 叶朝运 男 本科 13012102110009 福建祥仲申律师事务所 廖小辉 专职

29 谢芳 女 本科 13012010210426 福建闽高律师事务所 陈强 专职

30 吴海洪 男 本科 13012010110390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林星、陈武 专职

31 林佳莹 女 本科 13012102210018 福建汇德（平潭）律师事务所 游鸿燕 专职

32 黄慧斌 女 本科 13012102210011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林连治、梁圣彤 专职

33 谢雅婷 女 本科 13012102210040 福建万广律师事务所 李露华 专职

34 梁涛 男 硕士 13012102110028 福建汇德律师事务所 陈开放 兼职

35 翁同武 男 本科 13012102110006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邱凯 专职

36 黄晓琦 女 硕士 13012102210026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李文希 专职

37 李志伟 男 本科 13012102110023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池建伟、黄建峰 专职

38 余淑雯 女 本科 13012102210016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火木 专职

39 汤辉强 男 本科 13012010110381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黄杰 专职

40 林思佳 女 本科 13012005210187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肖明敏 专职

41 杨焰 女 本科 13012010210374 福建康立律师事务所 张旭东、黄秋林 专职

42 朱婧 女 本科 13012005210203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赖东彪、阙伯川 专职

43 陈仕捷 男 本科 13012005110122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茜 专职

44 杨炜航 男 本科 13012005110107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肖跃华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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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丁吉鹏 男 本科 13012102110008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陈杭、许萍 专职

46 陈文康 男 本科 13012010110418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汪林、赖月英 专职

47 方紫薇 女 本科 1301200821026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胜 专职

48 陈航 男 本科 13012006110246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方家华 专职

49 李年清 男 博士 13012102120003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重取、林克塔 兼职

50 林思宏 男 本科 13012008110347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陈燕华 专职

51 林子瑄 女 硕士 13012102210037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瑞姬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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