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2020年高校专项计划招生测试入选考生名单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市 科类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当前就读中学名称 得分 专业

201005303000800 代康鑫 男 河南省 理工 新县高级中学 新县高级中学 281 法学

201005303000583 梁明强 男 陕西省 文史 西乡县第二中学 西乡县第二中学 278 法学

201005303000695 吴颖 女 贵州省 文史 金沙县第一中学 金沙县第一中学 278 法学

201005303001060 马星帅 男 山东省 综合改革 山东省冠县武训高级中学 山东省冠县武训高级中学 278 法学

201005303000690 陈秀文 女 青海省 文史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 277 法学

201005303000509 张启超 男 青海省 文史 湟中县多巴中学 湟中县多巴中学 276 法学

201005303000081 吴雨 女 甘肃省 文史 成县第一中学 成县第一中学 274 法学

201005303000201 朱敏 女 四川省 理工 宁南中学 宁南中学 274 法学

201005303000669 刘净秋 女 四川省 文史 四川省江安中学校 四川省江安中学校 274 法学

201005303000806 吴青蓉 女 四川省 文史 四川省平昌中学 四川省平昌中学 273 法学

201005303001491 刘娟兰 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 文史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中学 273 法学

201005303000495 马岩璐 女 河南省 文史 叶县高级中学 叶县高级中学 272 法学

201005303000593 张可欣 女 辽宁省 理工 建平县第二高级中学 建平县第二高级中学 272 法学

201005303000780 张明博 男 陕西省 文史 丹凤中学 丹凤中学 271 法学

201005303001299 郭榕 女 辽宁省 理工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清原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271 法学

201005303001479 陈亦文 女 河南省 理工 潢川高级中学 潢川高级中学 271 法学

201005303000160 陈生蓉 女 青海省 文史 大通县朔山学校 大通县朔山学校 270 法学

201005303000753 郭旋 女 湖南省 文史 武陵源区第一中学 武陵源区第一中学 270 法学

201005303000485 顾莉 女 江苏省 文史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269 法学

201005303000259 叶文静 女 江西省 文史 弋阳县第一中学 弋阳县第一中学 268 法学

201005303000554 于晴阳 女 河南省 文史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268 法学

201005303001442 汪洋 女 湖北省 文史 郧西县第一中学 郧西县第一中学 268 法学

201005303001575 杨淑婷 女 山东省 综合改革 汶上县第一中学 汶上县第一中学 268 法学

201005303000213 胡浩华 男 重庆市 文史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重庆市中山外国语学校 267 法学

201005303000327 刘晓宇 女 河北省 文史 馆陶县第一中学 馆陶县第一中学 267 法学

201005303001048 王颖娜 女 江西省 理工 江西省安福中学 江西省安福中学 267 法学

201005303000046 王子涵 女 江苏省 理工 江苏省阜宁中学 江苏省阜宁中学 266 法学

201005303000085 关哲 女 黑龙江省 理工 望奎县第一中学 望奎县第一中学 266 法学

201005303000551 杨雨寒 女 河南省 文史 睢县高级中学 睢县高级中学 266 法学

201005303001059 王沁 女 贵州省 文史 贵州省福泉中学 贵州省福泉中学 266 法学

201005303000076 赵艳 女 四川省 文史 四川省高县中学校 四川省高县中学校 265 法学

201005303001249 刘嘉琪 女 河北省 文史 河北省唐县第一中学 河北省唐县第一中学 265 法学

201005303001104 雷雨 女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史 平罗中学 平罗中学 264 法学

201005303000294 李杰 男 四川省 文史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263 法学

201005303000331 孙亚南 女 河北省 文史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河北省隆化县第一中学 263 法学

201005303000548 程美贤 女 贵州省 文史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263 法学

201005303001506 王佳 女 重庆市 文史 重庆市万州第三中学 重庆市万州第三中学 263 法学

201005303001544 王琪越 男 河南省 理工 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 河南省民权县高级中学 263 法学

201005303000094 方梦婷 女 安徽省 理工 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 安徽省五河第一中学 260 法学

201005303000838 田若冰 女 河南省 文史 民权第一高级中学 民权第一高级中学 260 法学

201005303001151 吕明月 女 河北省 文史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60 法学

201005303001153 蔡林利 女 四川省 理工 四川省名山中学 四川省名山中学 260 法学

201005303000152 周施宇 女 黑龙江省 理工 依安县实验中学 依安县实验中学 259 法学

201005303000542 林致远 男 福建省 理工 平潭县第一中学 平潭县第一中学 259 法学

201005303000556 沈婷玉 女 河南省 文史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河南省罗山高级中学 259 法学

201005303000654 袁瑗 女 湖南省 文史 湖南省洞口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洞口县第一中学 259 法学

201005303000812 张俊红 女 青海省 文史 互助县第三中学 互助县第三中学 259 法学

201005303000507 张文曦 女 河北省 文史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河北省南和县第一中学 258 法学

201005303000918 唐可欣 女 山东省 综合改革 夏津县第一中学 夏津县第一中学 258 法学

201005303000155 胡友林 女 重庆市 文史 重庆市梁平中学 重庆市梁平中学 256 法学

201005303000811 李鑫 女 山东省 综合改革 临邑县第一中学 临邑县第一中学 256 法学

201005303000854 龙莹 女 甘肃省 文史 徽县第一中学 徽县第一中学 256 法学

201005303001069 王宁 女 河南省 文史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256 法学

201005303000537 王红 女 甘肃省 文史 会宁县第一中学 会宁县第一中学 255 法学

201005303000601 冯浩娜 女 海南省 综合改革 东方市铁路中学 东方市铁路中学 255 法学



报名号 姓名 性别 生源省市 科类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当前就读中学名称 得分 专业

201005303000786 赵金蓉 女 云南省 理工 云南省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 云南省永德县第一完全中学 255 法学

201005303001593 郑姗姗 女 河南省 文史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255 法学

201005303000041 宋可心 女 山东省 综合改革 禹城市第一中学 禹城市第一中学 254 法学

201005303000159 张学岩 女 甘肃省 理工 景泰县第一中学 景泰县第一中学 254 法学

201005303001075 盘法兰 女 云南省 文史 富宁县民族中学 富宁县民族中学 254 法学

201005303000298 刘春晴 女 辽宁省 理工 凌源市实验中学 凌源市实验中学 253 法学

201005303001381 张会洋 男 安徽省 理工 涡阳县第一中学 涡阳县第一中学 253 法学

201005303000445 张梦如 女 河南省 文史 睢县高级中学 睢县高级中学 252 法学

201005303001360 张宇婷 女 湖南省 文史 高平金海高级中学 高平金海高级中学 252 法学

201005303001598 王丽萍 女 云南省 文史 凤庆县第一中学 凤庆县第一中学 252 法学

201005303001652 任小悦 女 安徽省 文史 濉溪县孙疃中学 濉溪县孙疃中学 251 法学

201005303000472 丁生月 女 青海省 文史 湟中县第一中学 湟中县第一中学 250 法学

201005303000064 门永玲 女 陕西省 文史 旬邑县中学 旬邑县中学 248 法学

201005303000131 许卓 女 湖南省 理工 宜章县第一中学 宜章县第一中学 242 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