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第五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面试考核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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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职业
种类

1 翁苓芳 女 本科 13012108210357 福建协同律师事务所 专职

2 章学权 男 本科 13012108110406 福建善胜律师事务所 专职

3 任佳婷 女 本科 13012106210097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专职

4 许广荣 男 本科 13012106110013 福建秉峰律师事务所 专职

5 李玉堃 女 本科 13012106210048 福建祥仲申律师事务所 专职

6 吴志冠 男 本科 13012106110075 福建纶音律师事务所 专职

7 陈良德 男 本科 13012010110421 福建知与行律师事务所 专职

8 程萍英 女 本科 13012108210385 福建南剑律师事务所 专职

9 尹孟娟 女 本科 13012104210023 福建沃博律师事务所 专职

10 张彦婷 女 本科 13012108210384 福建浩学律师事务所 专职

11 郭斯棋 男 本科 13012106110040 福建学金律师事务所 专职

12 李佳慧 女 硕士 13012108210342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13 曹瑞雪 女 硕士 13012108210404 福建大中律师事务所 专职

14 叶铃 女 本科 13012104210058 福建双美律师事务所 专职

15 陈淑芳 女 本科 13012104210014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专职

16 杨哲 女 本科 13012106210142 福建拓中律师事务所 专职

17 李广宇 男 博士 13012104120029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兼职

18 李玮焘 男 本科 13012106110130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 专职

19 黄腾飞 男 本科 13012108110355 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 专职

20 杨若琦 女 本科 13012106210144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专职

21 詹君翔 男 硕士 13012108110400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第 1 页，共 5 页



2022年度第五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面试考核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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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职业
种类

22 董奕麟 男 本科 13012012110449 福建建发律师事务所 专职

23 惠录森 男 本科 13012106110189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24 彭俊杰 男 本科 13012104110005 福建纶音律师事务所 专职

25 徐珊 女 本科 13012108210343 福建乐创律师事务所 专职

26 翁小花 女 硕士 13012108210403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27 陈扬斌 男 本科 13012104110047 上海兰迪（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28 张磊 男 本科 13012106110124 福建泽方律师事务所 专职

29 乔恺 男 本科 13012108110368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专职

30 余秋霞 女 本科 13012108210332 福建格策律师事务所 专职

31 林俊杰 男 本科 13012104110046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32 田林婕 女 本科 13012108210375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33 杨箫 女 硕士 13012104210051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34 林鸿 男 本科 13012106110222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35 巩曦黛 女 本科 13012108210351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36 林为臻 女 硕士 13012108210354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专职

37 李燕金 女 本科 13012108210367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专职

38 陈凯丽 女 本科 13012108210376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39 黄晓滢 女 本科 13012108210383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专职

40 黄净心 女 本科 13012104210011 福建远见律师事务所 专职

41 张晶晶 女 本科 13012108210356 福建度德律师事务所 专职

42 严晓雯 女 本科 13012108210374 福建元景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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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佳琳 女 硕士 13012108210402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专职

44 张桢桢 女 本科 13012108210417 福建润道律师事务所 专职

45 周颖 女 硕士 13012108210361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46 邱思敏 女 本科 13012106210127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47 王祥文 男 本科 13012108110359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专职

48 梁迎莹 女 本科 13012108210381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专职

49 林鑫 男 本科 13012104110002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0 林钰蓥 女 本科 13012106210198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1 林建城 男 本科 13012108110373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专职

52 曾珑 女 本科 13012108210396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专职

53 陈敦阳 男 本科 13012108110382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专职

54 吴洋迪 女 本科 13012108210341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5 吴慧芳 女 硕士 13012108210347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6 周泽华 男 本科 13012108110369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专职

57 郑慧玲 女 本科 13012108210362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8 高丽榕 女 本科 13012108210399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9 吴元星 女 硕士 1301210821040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60 谢晓丹 女 硕士 13012108210379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61 杨惠涵 女 硕士 1301210821033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62 侯妍烁 女 硕士 13012108210380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63 尤常昊 男 本科 13012108110335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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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林希铭 男 硕士 13012108110339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65 高旻锴 男 硕士 13012108110370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66 陈卓铉 男 本科 13012108110344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67 苏秀雅 女 硕士 13012108210394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68 唐斌 男 本科 13012106110090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专职

69 周颖 女 本科 13012108210397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70 李铮 男 本科 1301210811035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71 练喆 女 硕士 13012108210345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72 杨孝斌 男 本科 13012108110414 北京观韬中茂（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73 方希萍 女 硕士 13012108210415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专职

74 贾姣姣 女 本科 13012104210055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专职

75 程涛 男 本科 13012108110352 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76 黄剑锋 男 本科 13012108110360 北京地平线（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77 詹新伟 男 本科 13012106110080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专职

78 翁武亮 男 本科 13012008110283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专职

79 崔琯朗 男 本科 13012106110180 福建天人和律师事务所 专职

80 翁振淞 男 本科 13012106120188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兼职

81 董晓玲 女 本科 13012106210190 福建奥广律师事务所 专职

82 蔚贝豪 男 硕士 13012108110334 福建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83 陈晨 女 硕士 13012108210372 福建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84 陈丽枫 女 本科 13012108210405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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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吴淞舰 男 本科 13012106110163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专职

86 程歌 女 本科 13012106210214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87 江涛 女 本科 13012008210327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专职

88 薛林辉 男 本科 13012102110038 上海金钻（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89 魏雅琼 女 本科 13012106210203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专职

90 林雨晴 女 本科 13012108210401 福建迅晟律师事务所 专职

91 王喆 男 硕士 13012108120386 福建紫阳律师事务所 兼职

92 林哲涵 男 本科 13012108110366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专职

93 陈航 男 硕士 13012106110225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94 蒋东骥 男 本科 13012106110221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专职

95 夏莉莉 女 硕士 13012108210358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专职

96 郑春凌 女 本科 13012108210350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专职

97 李雨晴 女 硕士 13012108210410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98 杨毅峰 男 本科 13012106110210 福建端末律师事务所 专职

99 董建敏 男 本科 13012108110340 福建尚谋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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