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导师 总成绩 专项计划

**康 210381****1020 法学院 法学理论 张文显 87.5 无
**阳 510802****5429 法学院 法学理论 柯华庆 89.28 无
**品 411002****2515 法学院 法学理论 雷磊 89.78 无
**晓 430521****8026 法学院 法学理论 王新宇 87.17 无
**超 362426****0016 法学院 法学理论 舒国滢 88.75 无
**夫 332501****021X 法学院 法学理论 舒国滢 88.05 无
**砺 411329****2816 法学院 法学理论 王夏昊 87.67 无
**斯 610104****6237 法学院 法学理论 刘星 94.22 少民骨干

**馨 150203****0167 法学院 法学理论 刘星 89.3 无
**维 132521****3831 法学院 法学理论 杨玉圣 85.3 无
**丹 231004****1422 法学院 法律史 张晋藩 86.1 无
**博 370104****1619 法学院 法律史 张晋藩 88.6 无
**晋 500242****6038 法学院 法律史 张晋藩 86.2 无
**玉 341222****8459 法学院 法律史 朱勇 92.4 无
**静 441381****4142 法学院 法律史 朱勇 84.5 无
**娟 622427****7500 法学院 法律史 李雪梅 91.7 无
**丹 610102****1559 法学院 法律史 邵方 87.9 无
**雯 530402****0022 法学院 法律史 赵晶 91.3 无
**平 450322****1034 法学院 法律史 张中秋 90.4 无
**亮 230307****4015 法学院 法律史 顾元 92.2 无
**乐 152103****0323 法学院 法律史 林乾 90 少民骨干

**丽 612430****0923 法学院 法律史 林乾 85.7 无
**东 410901****0532 法学院 法律史 曾尔恕 88 无
**元 450106****1013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王人博 88.32 无
**柳 411381****2224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焦洪昌 89.12 无
**舒 422823****0016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焦洪昌 95.82 少民骨干

**泽 370502****8029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李树忠 89.88 无
**廷 440104****0717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焦洪昌 86.08 无
**洋 342222****0017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姚国建 84.82 无
**博 130724****281X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陈征 88.7 无
**艺 500110****3626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谢立斌 87.32 无
**娟 610115****3260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秦奥蕾 88.48 无
**寒 410902****5546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应松年 78.27 无
**莹 632123****2520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应松年 87.67 无
**凯 210623****3230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马怀德 87.87 无
**蝶 320106****1221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王万华 86.1 无
**萱 150102****4620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何兵 81.33 无
**城 500227****0415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刘飞 83.33 无
**薇 610502****0627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解志勇 85.56 无
**府 370902****3917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罗智敏 84.87 无
**野 211481****3519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张莉 85.8 无
**莹 370522****0067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王青斌 89.1 无
**娟 140211****4426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赵宏 85.64 无
**阳 330681****0020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刘艺 78.93 无
**则 440301****5419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薛刚凌 74.23 无
**腾 430407****1531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李树忠 90.9 无
**薇 410928****0029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姚国建 89.47 无
**鹏 370832****0317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王敬波 89.6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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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140502****3028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高家伟 87.17 无
**勤 410403****5522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成协中 83.6 无
**田 321302****0822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马怀德 83.87 无
**奇 460102****0318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王敬波 81.3 无
**昊 211381****0213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王敬波 85.67 无
**涵 230107****1528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朱维究 83.47 无
**绚 371325****0023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林鸿潮 84.36 无
**静 410811****0042 法学院 军事法学 肖凤城 92.44 无
**元 150725****3319 法学院 军事法学 李卫海 93.01 无
**鹏 140105****0538 法学院 法与经济学 席涛 90.23 无
**民 152527****271X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李永军 86.5 无
**艺 372328****0061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李永军 86.2 无
**鑫 362233****0016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费安玲 90.53 无
**红 620321****0022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费安玲 87.2 对口支援

**洋 110226****0026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尹志强 87.1 无
**鼎 150202****4550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于飞 86.1 无
**源 411202****0010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于飞 88.5 无
**东 350322****0015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刘保玉 85 无
**正 411403****0918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易军 89.3 无
**伟 642226****1632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王雷 91.43 无
**铨 440981****591X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江平 84.57 无
**庚 330324****0019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赵旭东 89.57 无
**风 130222****0010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赵旭东 82.64 无
**森 510502****0031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王涌 87.06 无
**兵 412726****8432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李建伟 89.5 无
**玲 370285****2028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耿利航 88.4 无
**歌 410105****0201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陈景善 92.2 无
**凡 362325****0041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郑佳宁 93 无
**岩 140121****4523 民商经济法学院 民商法学 金眉 85.56 无
**娟 130133****3042 民商经济法学院 诉讼法学 杨秀清 76 无
**宇 520102****1217 民商经济法学院 诉讼法学 杨秀清 87.6 无
**哲 372330****0065 民商经济法学院 诉讼法学 纪格非 87.8 无
**健 370982****0050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徐晓松 90.7 无
**蓉 533001****6328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徐晓松 93.5 少民骨干

**荣 640382****3722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李曙光 83.8 少民骨干

**东 220211****4513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李曙光 86.3 无
**戈 331081****001X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时建中 87.2 无
**波 120104****6356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时建中 89.4 无
**雅 411302****0025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刘继峰 89.6 无
**佳 370683****7227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刘继峰 89.9 无
**岩 371327****2229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张穹 86.1 无
**辉 321081****7554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张穹 86.6 无
**方 410323****0017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符启林 83.4 无
**雯 110106****0067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施正文 95.6 无
**萃 460103****1845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李蕊 83.4 无
**源 511028****1819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薛克鹏 87.6 无
**达 630103****1615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薛克鹏 93.2 少民骨干

**新 370303****7612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刘少军 86.1 无
**友 220523****1413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刘少军 90.4 少民骨干

**清 610322****268X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李东方 84.1 无



**娃 152221****6046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武长海 93.4 少民骨干

**铮 410901****5513 民商经济法学院 经济法学 武长海 86.7 无
**硕 372901****3433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王灿发 93.55 无
**哲 152201****1562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王灿发 88.18 少民骨干

**汀 610112****352X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王灿发 90.5 无
**玉 133001****0626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曹明德 84.67 无
**枫 370112****7426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曹明德 85.28 无
**桐 422802****004X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于文轩 81.72 无
**容 210105****4042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于文轩 83.85 无
**成 330724****2456 民商经济法学院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侯佳儒 81.53 无
**甫 410527****8012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法学 冯晓青 91.5 无
**文 612701****0627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法学 来小鹏 93.5 无
**天 511302****0337 民商经济法学院 社会法学 叶静漪 89.8 无
**薇 350783****0225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曲新久 85.8 无
**悦 340403****2622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王平 92.7 无
**彬 350582****2099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阮齐林 85.6 无
**琼 410326****676X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徐久生 87.8 无
**颖 210103****0024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徐久生 85.8 无
**伦 410329****0017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王志远 87.3 无
**平 622621****0022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王志远 87.8 对口支援

**哲 210881****0840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王志远 86.8 无
**菁 441302****6422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于志刚 93.1 无
**冰 110108****0022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杨波 89.2 无
**雪 522124****0024 刑事司法学院 刑法学 杨波 91.5 少民骨干

**露 411023****0522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陈光中 85.9 无
**慧 410782****9609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陈光中 89.9 无
**锲 360428****0034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杨宇冠 86.58 无
**薇 410702****1042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顾永忠 87.13 无
**贤 410521****0045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刘玫 89.2 无
**伟 371327****0915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沈德咏 86.4 无
**慧 372901****0423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汪海燕 90.85 无
**婷 360124****1527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汪海燕 91.97 无
**峰 320723****4414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李本森 85.7 无
**戈 640324****2415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卫跃宁 90.92 少民骨干

**岷 150204****1524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卫跃宁 90.92 无
**永 620522****0010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卫跃宁 87 对口支援

**琦 140106****1820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元轶 88.53 无
**力 120101****2031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栗峥 87.45 无
**凯 142332****0016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吴宏耀 86.67 无
**端 430111****0017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郭志媛 84.53 无
**玲 500106****8120 刑事司法学院 诉讼法学 卞建林 85.15 无
**栋 411322****001X 刑事司法学院 网络法学 来小鹏 74.8 无
**坤 612301****032X 刑事司法学院 网络法学 来小鹏 93.3 无
**群 230604****2217 刑事司法学院 网络法学 许建峰 75.2 无
**姬 350103****1521 刑事司法学院 网络法学 于志刚 93.4 无
**静 370205****6024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马成元 87.47 无
**婕 110108****2726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郭红岩 90.94 无
**实 230106****0845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郭红岩 90.13 无
**鹏 370522****131X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朱利江 83.53 无
**翔 410503****501X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林灿铃 88.9 无



**婧 342201****0021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林灿铃 83.13 无
**柠 330204****1044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黄进 85.15 无
**利 510183****0011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齐湘泉 80.08 无
**达 211103****3719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霍政欣 90.78 无
**璀 450721****0016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霍政欣 85.58 无
**洁 620502****2063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宋连兵 83 对口支援

**曦 340104****3013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宋连兵 88.35 无
**倩 532225****0029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冯霞 87.8 无
**华 331081****8059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孔庆江 88.55 无
**蕾 330106****042X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孔庆江 86.47 无
**哲 230502****0083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张丽英 87.38 无
**文 210502****2113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张丽英 90.6 无
**政 340826****4415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许浩明 88.03 无
**桐 110104****2527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史晓丽 90.95 无
**优 452601****2417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史晓丽 89.38 少民骨干

**阳 420302****1246 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 马成元 84.23 无
**杰 352202****001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丛日云 77 无
**坚 330303****3617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庞金友 79.2 无
**新 150430****3598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费多益 82.6 无
**峰 430211****0437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杨阳 83.4 无
**林 152326****2598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林存光 86.1 无
**男 232126****057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理论 费多益 66 无
**琰 142401****242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外政治制度 林德山 79.2 无
**弭 142701****123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外政治制度 卢春龙 88.7 无
**云 410523****932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外政治制度 于建嵘 78.9 无
**莹 110108****634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贾文华 87.1 无
**提 654101****144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贾文华 83.7 少民骨干

**峰 411122****108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韩献栋 81 无
**云 140105****054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任洪生 84.2 无
**卿 340603****041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际政治 曹兴 89.2 无
**宸 150102****0137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球学 蔡拓 87.5 无
**竹 210106****6127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球学 蔡拓 84.5 无
**丰 411221****0519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球学 刘贞晔 90.3 无
**璐 410106****152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全球学 刘贞晔 83.7 无
**林 410881****451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监察学 张桂林 81.9 无
**津 430426****0016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监察学 张桂林 74.3 无
**准 412822****797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监察学 石亚军 81.5 无
**飞 372928****1519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监察学 石亚军 78.1 无
**冬 220302****061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监察学 常保国 81.5 无
**亮 370305****0019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监察学 常保国 79 无
**茹 140721****008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行政 潘小娟 81.1 无
**阳 130502****0045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行政 吕芳 72.6 无
**晋 612301****032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行政 刘俊生 76.8 无
**华 450603****331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行政 傅广宛 84.6 无
**鹏 130633****5276 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刘纪鹏 87 无
**彭 370322****4234 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刘纪鹏 85.2 无
**斌 330822****3358 商学院 政治经济学 李晓 92.2 无
**磊 220722****6230 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 刘志雄 89.4 无
**峰 410928****5714 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 邓达 85.6 无
**真 530426****0013 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 胡继晔 89.7 无



**浩 410105****0116 商学院 世界经济 金仁淑 87.7 无
**巍 341282****1415 商学院 世界经济 王大地 82.4 无
**娜 130184****0028 商学院 世界经济 王霆 85.07 无
**国 532722****0037 商学院 世界经济 李泳 76.83 无
**满 622726****3177 商学院 世界经济 李泳 84.2 对口支援

**韵 440602****0918 人文学院 法治文化 李德顺 80.7 无
**华 341125****9553 人文学院 法治文化 李德顺 84.6 无
**薇 220103****2128 人文学院 法治文化 李德顺 64.1 少民骨干

**全 372922****0876 人文学院 法治文化 张浩军 85.1 无
**松 352622****0016 人文学院 法治文化 王洪 79.7 无
**龙 513922****5072 人文学院 法治文化 张清 84.7 无
**晨 110106****0922 人文学院 法治文化 张清 87.9 无
**婷 350582****8586 比较法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 柳经纬 89.56 无
**雄 350681****7010 比较法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 柳经纬 82.14 无
**康 120223****0234 比较法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 刘承韪 76.68 无
**辉 220224****1050 比较法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 刘承韪 87.88 无
**武 341224****0412 比较法学研究院 比较法学 王志华 88.52 无
**雪 140105****252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孙美堂 87.5 无
**丹 371329****362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孙美堂 81.9 思政专项

**玉 230229****068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张秀华 87 思政专项

**宇 130524****0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张秀华 89.7 无
**刚 370406****5053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卫灵 91.17 无
**媔 110102****11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邰丽华 92.1 思政专项

**伟 610402****0293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邰丽华 88.3 无
**莹 210502****12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抗美 90.7 无
**改 411422****27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马抗美 87 思政专项

**晓 371202****084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赵庆杰 88.5 思政专项

**欢 230223****14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赵庆杰 89.5 无
**鹏 620423****2018 社会学院 政治社会学 应星 87.3 无
**燕 440303****6028 中欧法学院 法学理论 郑永流 87.55 无
**提 652101****0428 中欧法学院 民商法学 江平 82.3 无
**烨 331081****4558 中欧法学院 经济法学 李曙光 85.5 无
**含 413001****3028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政治传播学 刘斌 89.74 无
**卿 140602****8519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政治传播学 刘斌 81.7 无
**璞 410325****0020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政治传播学 王天铮 82.2 无
**琦 411221****0029 国际儒学院 法律史 林乾 75.5 无
**姝 430103****3020 人权研究院 人权法学 单纯 89.43 无
**原 411202****1546 人权研究院 人权法学 徐显明 90.38 无
**桐 130321****9043 人权研究院 人权法学 夏吟兰 92.02 无
**正 450332****1820 人权研究院 人权法学 刘小楠 85.92 无
**语 430502****2522 人权研究院 人权法学 张伟 93.52 无
**旺 510108****1515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张保生 85 无
**要 410426****0531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张保生 87.7 无
**唯 130434****036X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王进喜 86.5 无
**侨 411281****3549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施鹏鹏 92 无
**昊 341623****0051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张中 85.46 无
**爱 622621****452X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吴洪淇 85.42 无
**京 371323****0835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赵东 85.42 无
**民 130404****0019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丛斌 86.1 无
**玲 371424****0042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郝红霞 82.9 无



**婷 320324****0020 证据科学研究院 证据法学 郝红霞 85.74 无
**策 130526****4612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朱勇 87.7 无
**进 350428****0015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张中秋 79.3 无
**乔 152701****0948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高家伟 77.48 无
**珊 371502****1142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顾永忠 79.74 无
**莹 231084****0123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刘玫 78.02 无
**甜 370322****6729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汪海燕 84.14 无
**岩 130982****6515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卞建林 78.26 无
**伟 342423****0129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柳经纬 79.3 无
**洋 130702****1812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张保生 80.92 无
**龙 360426****0014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张中 85.26 无
**烁 210105****532X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吴洪淇 88.94 无
**伍 510781****3577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赵东 86.7 无
**歌 340204****1522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宋朝武 81.6 无
**涵 410927****108X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诉讼法学 胡云腾 82.72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