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市律师协会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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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郑馨馨 女 本科 13012110210503 福建秉峰律师事务所 郑春芳、曾晓萌 专职

2 秦少峰 男 硕士 13012110110430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丽燕 专职

3 廖清风 男 本科 13012102110027 福建华弘律师事务所 叶玉 专职

4 李朝裕 男 本科 13012106110095 福建伟峰律师事务所 陈少文 专职

5 蔡星宇 女 本科 13012110210422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张昌忠 专职

6 林荣强 男 本科 13012104110035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明玲、吴秀清 专职

7 陈丹凤 女 硕士 13012110210445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王丽娟 专职

8 罗梦婷 女 本科 13012110210428 福建纵驰律师事务所 陈鸿星 专职

9 蒋晓树 女 本科 13012106210158 福建闽汀律师事务所 郑进禄 专职

10 黄珑 女 本科 13012106210212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高宁、王明文 专职

11 王文轩 男 本科 13012110110424 上海金钻（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金添 专职

12 邱晓雯 女 本科 13012110210495 上海金钻（福州）律师事务所 邱本斌 专职

13 陈宏宇 男 本科 13012110110447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马铁明 专职

14 陈涛 男 本科 13012106110174 福建闽江律师事务所 俞开足、郭良晓 专职

15 林雯欣 女 本科 13012110210454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周学伦、刘伟英 专职

16 林小清 女 本科 13012110210439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言炀 专职

17 王温莉 女 本科 13012110210441 福建协同律师事务所 田生长、林江斌 专职

18 刘桢 女 本科 13012106210062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宇 专职

19 陈丽 女 本科 13012106210182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胡苡豪、齐伟 专职

20 曾煌 女 本科 13012106210093 福建天凯（福州）律师事务所 朱恒 专职

21 吴淞舰 男 本科 13012106110163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郭剑、郑进福 专职

22 陈恩婷 女 本科 13012110210484 福建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增鸣 专职

第 1 页，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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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芳 女 本科 13012106210159 福建建发律师事务所 苏小龙 专职

24 李铖浩 男 本科 13012110110457 福建泽方律师事务所 黄晶 专职

25 张靖雯 女 本科 13012110210450 福建重宇合众（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金荣 专职

26 徐俊杰 男 本科 13012110110455 福建瑞权律师事务所 蓝柏荣 专职

27 高可慧 女 本科 13012106210173 福建麦博律师事务所 林铭星 专职

28 魏重青 男 本科 13012110110466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陈秀焜 专职

29 郭钊伶 女 本科 13012110210492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肖冰、吴凤燕 专职

30 沈诏平 男 本科 13012106110183 福建沃泰律师事务所 吴忠勇 专职

31 林涵 男 本科 13012110110502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丽燕 专职

32 朱圣梅 女 本科 13012110210460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潘祥勇 专职

33 严智慧 女 本科 13012110210481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纪龙通、陈建添 专职

34 彭芳菲 女 本科 13012106210200 北京德和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彬 专职

35 陈靖玮 女 本科 13012110210436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苏纹 专职

36 庄淑敏 女 硕士 13012110210490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晓兰、吴乐飞 专职

37 张颖 女 本科 13012110210434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柳浩 专职

38 林东厚 女 本科 13012110210443 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 罗威、陈巧珍 专职

39 薛一通 男 本科 13012106110111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李静雅 专职

40 翁剑安 男 本科 13012106110140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张章甦、李豪 专职

41 林哲涵 男 本科 13012108110366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许李敏、陈微 专职

42 刘震宇 男 本科 13012106110105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玉洁、吴丹 专职

43 邱诗燕 女 本科 13012110210491 福建信实（福州）律师事务所 丁永峰 专职

44 赵超然 男 本科 13012106110001 福建闽君律师事务所 黄莽、曾鸿鸣 专职

45 商婷婷 女 硕士 13012106210193 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 陈至育 兼职

46 林妮 女 本科 1301211021047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吴敏、江安南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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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裴孝海 男 本科 13012110110461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丽娟 专职

48 蔡宣锦 男 本科 13012104110053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罡、陈建青 专职

49 吴智伟 男 本科 13012110110479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黄必恭 专职

50 吴子葳 男 本科 13012108110349 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陈文艺 专职

51 肖燕子 女 本科 13012110210452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朱永传 专职

52 柯蕴珊 女 本科 13012110210504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蔡昀婧、陈高萍 专职

53 王碧芳 女 本科 13012106210056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黄茂顶 专职

54 林希颖 女 本科 13012106210057 福建坤广律师事务所 江漳平 专职

55 黄媛媛 女 本科 13012110210482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潘海涛 专职

56 游梦雨 女 本科 13012106210031 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 李星星 专职

57 潘星余 女 硕士 13012110210427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袁盛斌 专职

58 鲍晓颖 女 本科 13012106210151 福建明安律师事务所 郑淑琼 专职

59 魏福荣 男 本科 13012106110119 福建均融（福州）律师事务所 权金龙 专职

60 邓晓锋 男 本科 13012110110500 福建尚谋律师事务所 邱凤仪 专职

61 陈妤欣 女 本科 13012110210472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周训练、陈静 专职

62 李汶娟 女 本科 1301211021043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必勇 专职

63 高发湧 男 本科 13012110110429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林璧 专职

64 阮章宇 男 本科 13012106110179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王兴、陈敏 专职

65 严金铭 女 本科 13012110210432 福建士恒律师事务所 林愷 专职

66 林男泽 女 本科 13012110210423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奕新 专职

67 阮雨晗 女 本科 13012110210464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陶乔峰、林璧 专职

68 曾姿健 男 硕士 13012108110393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叶燕芳、吴焰 专职

69 吴宇华 女 本科 13012110210483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田华辉 专职

70 刘志坚 男 博士 13012012120478 福建大佳律师事务所 黄岩平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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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冯启昭 男 硕士 13012108110371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李清忠 专职

72 曾晓铭 女 本科 13012106210152 北京中银（福州）律师事务所 刘新星、林亨康 专职

73 张楠淇 男 本科 13012110110462 泰和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黄玉玲 专职

74 林欣敏 女 本科 13012110210448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韩正武、高仁云 专职

75 丛金安 男 本科 13012106110064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孙月眉、郑为良 专职

76 李泽坤 男 本科 13012108110418 福建润道律师事务所 陈武 专职

77 魏俊杰 男 本科 13012110110475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陈大勇 专职

78 陈宾捷 女 硕士 13012108210378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萨自勇、郭帆 专职

79 季晨曦 女 硕士 13012110210507 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 黄雨玲、徐远丰 专职

80 孙楚雷 男 硕士 13012110110499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陈奇 专职

81 林思豪 男 本科 13012110110467 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 邵建勋 专职

82 吴诗艺 女 本科 13012110210468 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傅程 专职

83 王舒冰 女 本科 13012110210486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李茜、徐军 专职

84 谢有豪 男 本科 13012110110469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喻冰俊 专职

85 陈丽枫 女 本科 13012108210405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王镇 专职

86 陈汉钟 男 本科 13012110110446 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 朱健 专职

87 郭淼桀 女 本科 13012108210411 福建群韬律师事务所 李伟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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