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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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珑 女 本科 13012108210396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专职

2 张可向 男 本科 13012112110536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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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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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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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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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卢焕枰 男 本科 13012110110458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8 曾秀丽 女 硕士 13012110210494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9 章小燕 女 本科 13012110210463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专职

10 王坚 男 本科 13012112110520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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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倪佩 男 本科 13012012110455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专职

13 张淑华 女 本科 13012106210145 福建雅厚律师事务所 专职

14 姜维亮 男 本科 13012106110047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专职

15 杨一凡 男 本科 13012110110431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16 魏志伟 男 本科 13012112110534 上海金钻（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17 武兆楠 男 本科 13012106110037 福建君牌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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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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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魏桓 男 本科 13012106110053 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 专职

21 殷姿 女 本科 13012106210213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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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林一青 女 硕士 13012112210537 福建宇凡律师事务所 专职

23 邓梦婷 女 本科 13012112210514 福建景行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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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郑慧芳 女 本科 13012106210227 福建唐力律师事务所 专职

26 黄恩来 男 本科 13012112110531 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 专职

27 张秦超 男 本科 13012108110333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28 张贺枝 女 硕士 13012112210535 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 专职

29 俞诗伦 男 本科 13012106110106 福建中亚海天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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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黄赛莲 女 本科 13012112210517 福建福民律师事务所 专职

32 王子瑞 男 本科 13012102110001 福建祥仲申律师事务所 专职

33 张瑞丽 女 本科 13012110210438 福建鼎芝丰律师事务所 专职

34 李舒婷 女 本科 13012104210052 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 专职

35 吴钧溢 女 本科 13012110210426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专职

36 雷杰 男 硕士 13012108110389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专职

37 黄莉莉 女 本科 13012106210102 福建三山律师事务所 专职

38 邹楠 女 硕士 13012112210525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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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陈心阳 男 本科 13012110110493 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 专职

41 丁华妹 女 本科 13012108210391 福建力格律师事务所 专职

42 余婕 女 本科 13012110210498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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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严晓雯 女 本科 13012108210374 福建元景律师事务所 专职

44 陈芳 女 本科 13012106210070 福建承尚律师事务所 专职

45 李烨 男 硕士 13012112110546 北京市京师（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46 陈沛 女 硕士 13012108210377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47 黄敏 女 本科 13012112210509 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 专职

48 鄢继伟 男 本科 13012110110508 福建平复律师事务所 专职

49 兰连铭 男 本科 13012112110523 北京天驰君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0 张雍 女 本科 13012106210217 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1 张志康 男 硕士 13012112110545 国浩律师（福州）事务所 专职

52 罗丁滨 男 本科 13012112110547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3 杨佳清 女 本科 13012112210511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4 邱志杰 男 本科 13012112110539 广东卓建（福州）律师事务所 专职

55 蔡榕 女 本科 13012112210522 福建佐佑律师事务所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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