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第2期申请律师执业人员集中培训合格名单

名称 工作单位 成绩

黄婕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刘成高 上海华植善工律师事务所 80
易敏 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 80
常克非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陈军辉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傅枞烨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韩晶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胡祎玮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闵人瑞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沈徐涛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孙小溪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汤韵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睿昕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魏娜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严荜辉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殷杰宸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汤志鹰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郑兰琴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郭琨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钟汶君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顾忻媛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金家伊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朱婧婕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邓诗如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黄佳伟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施小敏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张晨昊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赵晨 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黄克 北京立方（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宋航 北京立方（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张婷婷 北京立方（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倪炜辰 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熊倩云 北京尚公（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焦月萌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瞿筠庭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黄琳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王芮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沈云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徐冬吟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刘磊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李沁祎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石伟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易忠云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张艺昕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郑璐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黄剑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锁贺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夏小珂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杨越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杜之捷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王希函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刘军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郑佳敏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黄月 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蔡宇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陈文君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顾晶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路敬宇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王娇龙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吴佳怡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田恒 北京市磐华（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秦文韬 北京市世纪（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佳惠 北京市世纪（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叶龙飞 北京市世纪（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周思 北京市世纪（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刘心煜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徐逞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徐菊莹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罗婧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陈浩东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陈珂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陈巍杰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沈凯祥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周全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周曦澍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申永忠 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邹林含 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龚正铭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胡超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厉以宁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龙亚菲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乔婷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田秋南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张坤峰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张宇波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王非尔 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运达 北京天达共和（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祎 北京万慧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花泽鹏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振宇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段冉冉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何蓉蓉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何挺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李肇东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睢浩楠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梦娇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怡丹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友娟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谢建红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叶小康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张晓磊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金波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吴悦晨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严妍 福建联合信实（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陈辞 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周蒙蒙 广东国晖（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张剑平 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崔炎睿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80
洪思雨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80
刘旭星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80
路子颍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80
谢嘉湖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80
张芾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80
朱韦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80
陈启超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李杨琪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张方舟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80
张温文 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 80
李伟明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 80
吴思平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 80
金衢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80
梁国钊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80
倪柳青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80
陈韦伦 上海保诚律师事务所 80
奚沁赟 上海保华律师事务所 80
柯勇志 上海贝通律师事务所 80
罗洋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80
彭家瑞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80
秦晶晶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80
胡周游 上海博韵律师事务所 80
祝锐 上海博韵律师事务所 80
冯春燕 上海宸豪律师事务所 80
孙雪怡 上海诚达永华律师事务所 80
水俊锋 上海城之尚律师事务所 80
戴礼健 上海创美律师事务所 80
王和姝 上海淳华律师事务所 80
高苏镇 上海璀博律师事务所 80
张辰 上海达隆律师事务所 80
袁圆 上海达尧律师事务所 80
张丽祥 上海达尧律师事务所 80
秦鹏飞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80
谢声援 上海大驰律师事务所 80
王静 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 80
杨敏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80
张苏媛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80
张亚莉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80
赵劲松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 80
丁喜梅 上海鼎辰律师事务所 80
张龙西 上海鼎辰律师事务所 80
周赟 上海鼎善律师事务所 80
毛孝伟 上海东方环发律师事务所 80
高千 上海东申律师事务所 80
董钰燕 上海董道律师事务所 80
姜霞 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 80
陈启诚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80
高圣亚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80
龚子岚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80
胡欢勇 上海法知特律师事务所 80
余辉涛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80



徐俊 上海方旭律师事务所 80
时召弟 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 80
施婉娜 上海孚邦律师事务所 80
张莉 上海富誉律师事务所 80
董翔飞 上海罡晟律师事务所 80
徐慧 上海格物律师事务所 80
刘文 上海公鼎律师事务所 80
周霞 上海公鼎律师事务所 80
何超杰 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 80
许文茗 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 80
何影 上海国创律师事务所 80
贾琦 上海国定律师事务所 80
胡中圣 上海海仲律师事务所 80
陈星宇 上海汉勤律师事务所 80
胡海辉 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 80
张晨 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 80
林峥威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80
牛犇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80
吴尚农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80
易雪可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80
张立新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80
罗晴 上海翰策律师事务所 80
邓楠 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 80
林林 上海瀚诺律师事务所 80
宋警予 上海瀚诺律师事务所 80
常祥 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 80
袁媛 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 80
王永欣 上海豪珈律师事务所 80
陈跃聪 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 80
方智成 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 80
宋飞 上海和华利盛律师事务所 80
桂方芳 上海恒量律师事务所 80
魏潭良 上海恒量律师事务所 80
梁联瑞 上海恒洋律师事务所 80
苏佳佳 上海恒永律师事务所 80
汤尧 上海恒永律师事务所 80
黄子钊 上海鸿孚律师事务所 80
饶炜彤 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 80
王雪原 上海沪尚律师事务所 80
苏天宇 上海沪盛律师事务所 80
管笠飒 上海沪紫律师事务所 80
周凌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 80
梁善军 上海辉和律师事务所 80
卢雅昆 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 80
陈嘉欣 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 80
李婉莹 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 80
吴洁 上海汇筠律师事务所 80
汪一帆 上海嘉冕律师事务所 80
陆云婷 上海剑栋律师事务所 80
王松松 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 80
郑正 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 80
江越 上海捷勋律师事务所 80
岳天奇 上海捷勋律师事务所 80
翟翔宇 上海金诰律师事务所 80



尚琦 上海金显律师事务所 80
李文清 上海津堂律师事务所 80
汪家静 上海锦智律师事务所 80
姜水英 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 80
周梦洁 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 80
王艳蓉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 80
叶云 上海聚禄律师事务所 80
陈宇 上海君典律师事务所 80
程珊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80
朱超一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80

钟灵毓秀 上海君伦律师事务所 80
徐洁 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 80
刘思旗 上海凯欣律师事务所 80
田婷 上海科尚律师事务所 80
刘剑锋 上海坤禾律师事务所 80
杨钟鹏 上海昆然律师事务所 80
叶文涛 上海昆然律师事务所 80
莊瑜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 80
李升 上海澜亭律师事务所 80
潘洁 上海乐川律师事务所 80
范政强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 80
虞少伟 上海力帆律师事务所 80
陈震宇 上海力勤律师事务所 80
须程成 上海蓼源律师事务所 80
孙大为 上海隆天律师事务所 80
高建宇 上海陆兵律师事务所 80
汪赛 上海陆德劭和律师事务所 80
潘亚琴 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 80
万萍 上海茂泰律师事务所 80
李烁 上海茂雄律师事务所 80
史子琦 上海茂雄律师事务所 80
朱云钦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 80
沈汇哲 上海明梓律师事务所 80
柏春媚 上海木诚木律师事务所 80
王珊珊 上海纽迈律师事务所 80
陈胜 上海浦虹律师事务所 80
李伶俐 上海浦望律师事务所 80
陈梓源 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 80
高雅杰 上海启恒律师事务所 80
刘彦言 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 80
吴蒙跃 上海勤周律师事务所 80
徐婧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80
黄怡雯 上海融栢律师事务所 80
高春梅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80
关昊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80
彭逸豪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80
徐睿明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80
李雅君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80
王海华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80
李永祥 上海芮德渱齐律师事务所 80
姜雪 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 80
李晓松 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 80
李帅 上海睿道律师事务所 80
夏铮 上海森岳律师事务所 80



刘承 上海山田律师事务所 80
冯大纲 上海尚士华律师事务所 80
胡巍 上海尚域律师事务所 80
胡伟新 上海申邦律师事务所 80
安琛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高艳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李疆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汤小景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王磊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薛金豆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余志强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周蕾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80
董文彦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 80
汪正虎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 80
柳维婷 上海申欧律师事务所 80
王盈 上海申欧律师事务所 80
宋昊 上海申如律师事务所 80
于承耀 上海申亚律师事务所 80
李新星 上海胜康律师事务所 80
曾倩 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 80
林继凯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80
凌铮 上海市百良律师事务所 80
邓凌宇 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 80
黄印 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 80
李茜 上海市朝华律师事务所 80
李金鑫 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 80
冯良 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 80
李鑫 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 80
张传强 上海市东方正义律师事务所 80
李婧晗 上海市东高地律师事务所 80
潘晓玲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80
张益辉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80
朱翔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80
刘雪韵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80
杨光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80
邬镇江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80
董飞 上海市广懋律师事务所 80
翟温馨 上海市广懋律师事务所 80
曾蔚丽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黄辉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金青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孔俊钰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李超然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童娟娟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王佳虹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王诗莹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徐晓明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颜宣竹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于滇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原蕙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80
杨小雅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 80
刘晓婷 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 80
王丽芸 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 80
贾杰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80



邱唐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80
周雪梅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80
李媛 上海市辉煌律师事务所 80
徐磊 上海市辉煌律师事务所 80
袁建东 上海市辉煌律师事务所 80
黄安 上海市汇锦律师事务所 80
李雅琴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80
李钻祺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80
刘月莹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80
徐雅菁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80
杨若辰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80
姜蕴稣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 80
张保颖 上海市嘉华律师事务所 80
胡丹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80
李成博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80
向锐 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 80
陈林昊 上海市江华律师事务所 80
王金鹏 上海市江华律师事务所 80
朱文珺 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 80
王翠平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80
许德昊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 80
尹大志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 80
刘巧 上海市金钟律师事务所 80
敖菁萍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方诗语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黄晓君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李克川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李晓瑛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李珣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林昀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刘丽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汤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童亚星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王巍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王晓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王亚楠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夏雨轩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宣琳艳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姚娟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张蓓蓓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张婧妍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张珺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张雨微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赵燕霞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钟铭阳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周旺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朱一菲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80
高志荣 上海市君成律师事务所 80
钱家辉 上海市君和律师事务所 80
施靖波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80
袁玥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80
吴博慧 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 80
王韦 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 80
陈星宇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80



陆因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80
李梦思 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 80
陶蔚 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 80
陆志诚 上海市龙光律师事务所 80
章诗媛 上海市润华律师事务所 80
路璇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80
吴中有 上海市尚实律师事务所 80
马丽晔 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 80
吴海艳 上海市圣信律师事务所 80
杜雯佳 上海市四方律师事务所 80
孙向前 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 80
陈慧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80
朱晓阳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80
单文波 上海市万方律师事务所 80
周弘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80
王慧娟 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 80
侯宇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80
季佳艳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80
索妮 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 80
王严明 上海市毅石律师事务所 80
孙瑶洁 上海市允正律师事务所 80
程超然 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 80
杨红卫 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 80
庄子艺 上海市志致远律师事务所 80
徐瑞天 上海市中大律师事务所 80
周雪儿 上海市中大律师事务所 80
林洪志 上海市中天律师事务所 80
劳嘉馨 上海市中原律师事务所 80
朱谕宏 上海思信律师事务所 80
廖佳楠 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 80
赵旭阳 上海孙义荣律师事务所 80
刘冰冰 上海太茂律师事务所 80
周燕 上海太茂律师事务所 80
金靓 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80
蔡葵 上海天之健律师事务所 80
赵全立 上海天之健律师事务所 80
胡梦婷 上海通券律师事务所 80
钱舟洲 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 80
石怡雯 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 80
朱莉 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 80
李培俊 上海脱颖律师事务所 80
田野 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 80
胡诚诚 上海文偃律师事务所 80
饶佳君 上海问学律师事务所 80
刘汶晶 上海五富珑行律师事务所 80
曾军 上海先诚律师事务所 80
王代宝 上海先诚律师事务所 80
周立民 上海显栋律师事务所 80
王雪丽 上海向源律师事务所 80
杜颖 上海欣尚律师事务所 80
沈逸文 上海欣尚律师事务所 80
陆佳晖 上海新惟律师事务所 80
邱小真 上海鑫钧律师事务所 80
徐俊彬 上海信和安律师事务所 80



杨艺芯 上海信石律师事务所 80
罗铉烽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 80
刘露 上海序伦律师事务所 80
夏春成 上海煊宏律师事务所 80
高宇 上海严诞生律师事务所 80
王烨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80
肖晓丽 上海言忠理律师事务所 80
王成 上海扬远律师事务所 80
蒋莲 上海阳光卓众律师事务所 80
仇文琳 上海夜晨律师事务所 80
孙丹丹 上海一湃律师事务所 80
王亮 上海一湃律师事务所 80
朱小芳 上海以恒律师事务所 80
时云涛 上海赢火虫律师事务所 80
岑菲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80
李昀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80
张展展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80
王矛勇 上海友义律师事务所 80
陆辉 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 80
潘鸿海 上海宇钧律师事务所 80
崔丽春 上海御宗律师事务所 80
陈旖旎 上海誉嘉律师事务所 80
陈好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80
梁威 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 80
蒋碎存 上海云赢律师事务所 80
孙洪泮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80
吴韬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80
石敬阳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80
徐琛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80
赵令有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 80
宋婷 上海中衢律师事务所 80
毛金凤 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 80
荀葛连 上海中沃律师事务所 80
钱锡娟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80

徐奇天杰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80
韩鸿蕊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80
苏志凯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80
杨晓露 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 80
张轶哲 上海朱方官律师事务所 80
徐丽霞 上海朱妙春律师事务所 80
武斯琪 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 80
盛懿洁 上海孜求律师事务所 80
马惠惠 四川泰仁（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发银 四川泰仁（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杨苇月 泰和泰（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王晓琳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徐来福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杨川 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沈逸凡 中豪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80
姚誉作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沈权 金博大（上海）律师事务所 80
唐莉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80
王芳 上海恒峰律师事务所 80
赵晓波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 80



张卧龙 上海昭胜律师事务所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