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2021年高校专项计划招生资格审查通过名单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性别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当前就读中学名称

1 211005309000039 赵敏 四川省 女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2 211005309000104 王海波 河北省 男 河北省临西实验中学 河北省临西实验中学

3 211005309000113 周隆威 河南省 男 睢县高级中学 睢县高级中学

4 211005309000120 陈盼 湖南省 女 汝城县第一中学 汝城县第一中学

5 211005309000144 盛铃 云南省 女 盐津县第二中学 盐津县第二中学

6 211005309000183 朱梦婉 河南省 女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7 211005309000189 胡钞 重庆市 女 巫溪县中学校 巫溪县中学校

8 211005309000193 唐志亮 陕西省 男 陕西省山阳中学 陕西省山阳中学

9 211005309000216 贺佳佳 河南省 女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驻马店市正阳县第二高级中学

10 211005309000261 宋如意 安徽省 女 涡阳县育萃高级中学 涡阳县育萃高级中学

11 211005309000324 罗通 江西省 男 吉安县立中学 吉安县立中学

12 211005309000353 王郑杨 山东省 女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13 211005309000357 易辉莉 广西壮族自治区 女 灌阳县高级中学 灌阳县高级中学

14 211005309000358 邓婷婷 贵州省 女 盘县第一中学 盘县第一中学

15 211005309000365 沈雪芹 福建省 女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16 211005309000366 李春宇 河南省 女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17 211005309000424 鞠博 河南省 男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18 211005309000431 刘可 四川省 女 四川省广元中学 四川省广元中学

19 211005309000442 史泉江 河南省 男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20 211005309000451 毕月 四川省 女 四川省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四川省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21 211005309000452 赵晓玲 四川省 女 古蔺县蔺阳中学 古蔺县蔺阳中学

22 211005309000506 惠茂埼 四川省 女 四川省高县中学校 四川省高县中学校

23 211005309000547 刘锦峰 江西省 男 江西省吉水中学 江西省吉水中学

24 211005309000560 王佳欢 陕西省 男 旬邑县中学 旬邑县中学

25 211005309000583 张炯 河南省 男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平舆县实验中学

26 211005309000602 蒿迪 安徽省 男 涡阳县第四中学 涡阳县第四中学

27 211005309000608 吴渟渟 陕西省 女 西乡县第二中学 西乡县第二中学

28 211005309000646 张浩珂 河南省 女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29 211005309000664 杨舒雅 河南省 女 柘城县高级中学 柘城县高级中学

30 211005309000682 钟锦云 广西壮族自治区 女 广西梧州市苍梧中学 广西梧州市苍梧中学

31 211005309000747 任瑄瑄 河南省 女 睢县高级中学 睢县高级中学

32 211005309000849 刘长芸 四川省 女 四川省内江市第一中学 四川省内江市第一中学

33 211005309000862 赵嘉豪 安徽省 男 安徽省界首中学 安徽省界首中学

34 211005309000874 刘永芳 河南省 女 睢县高级中学 睢县高级中学

35 211005309000884 薛英明 河北省 女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36 211005309000907 任艳铃 陕西省 女 西乡县第一中学 西乡县第一中学

37 211005309000909 赵立旭 河北省 男 馆陶县第一中学 馆陶县第一中学

38 211005309000912 宋孟耀 河南省 男 汝阳县实验高中 汝阳县实验高中

39 211005309000917 郎娟 重庆市 女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重庆市万州高级中学

40 211005309000930 覃金兰 广西壮族自治区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蒙山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蒙山中学

41 211005309000957 胡靖璇 重庆市 女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42 211005309000965 冯境 吉林省 女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校

43 211005309000974 朱文豪 山东省 男 鱼台县第一中学 鱼台县第一中学

44 211005309000998 商凯鑫 河南省 女 潢川县第一中学 潢川县第一中学

45 211005309001037 常远格 河南省 女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46 211005309001047 邹昌民 四川省 男 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 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

47 211005309001053 黄金巧 四川省 女 宁南中学 宁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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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11005309001054 郭蒂 河南省 女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49 211005309001174 成瑞福 山东省 男 莘县第一中学 莘县第一中学

50 211005309001213 杨子腾 河北省 男 献县第一中学 献县第一中学

51 211005309001214 王群方 河南省 男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52 211005309001224 朱静馨 河南省 女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洛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53 211005309001244 付宇通 河南省 男 潢川县第一中学 潢川县第一中学

54 211005309001267 陆秋林 河南省 女 河南省淮阳中学 河南省淮阳中学

55 211005309001275 王晓格 河南省 女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56 211005309001314 冯子涵 河北省 女 邢台市南和区第一中学 邢台市南和区第一中学

57 211005309001373 栾涛 甘肃省 男 靖远县第一中学 靖远县第一中学

58 211005309001448 王庆凤 山东省 女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59 211005309001479 皇立洋 江苏省 男 涟水县金城外国语学校 涟水县金城外国语学校

60 211005309001515 李楠 四川省 女 会东县和文中学 会东县和文中学

61 211005309001552 黄双赢 重庆市 女 重庆市巫山中学 重庆市巫山中学

62 211005309001572 李锐 河南省 女 汝南县高级中学 汝南县高级中学

63 211005309001639 郭蕊 湖南省 女 湖南省桂东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桂东县第一中学

64 211005309001656 魏晓娴 山东省 女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冠县实验高级中学

65 211005309001709 牛宇婷 河南省 女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66 211005309001710 李乐乐 河南省 女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西华县第三高级中学

67 211005309001724 杨顺 河南省 男 虞城县高级中学 虞城县高级中学

68 211005309001767 张雪晴 河南省 女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69 211005309001800 孟硕 安徽省 男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70 211005309001922 徐岩岩 河南省 女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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