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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895275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曹华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289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杜鲁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292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李佳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01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杜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1509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李忱【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290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100089 邵丹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3209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 100081 阿呷体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46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林金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50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杨静【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63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朱淑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7709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3号 100089 高瑰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85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高瑞珠【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39409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李家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03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安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17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杜金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25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杜宛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3409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黄金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48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计林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5109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坡上村12号 100091 金星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6509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100083 李嘉如【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790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中 100038 李鹏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8209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坡上村12号 100091 李祺【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496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李松【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050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0038 刘承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190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刘中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2209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100089 逯冬【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3609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100081 罗力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40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马艺乔【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53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马智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670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0 沈丹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750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汤心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84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汤勇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5980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2623 唐兵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07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唐亦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150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王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24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王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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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89563809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文玉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4109 首都经贸大学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 100070 吴佩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5509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100875 肖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69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辛秋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72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熊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86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徐嘉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690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颜景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0909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杨晨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12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杨光兴【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2609 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袁扬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300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0038 曾颖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43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张国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57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60号 100872 张靖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65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350 王丹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74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李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88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黄笑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791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刘海龙【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80509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83号 110035 徐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89581409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217
号

116025 石星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44009 吉林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
2699号

130012 曾庆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45309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赵满圆【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46709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巩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47509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傅兰珂【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48409 上海大学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上海大
学档案馆1楼108

200444 郭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49809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文翔路1550号 201620 刘子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0709 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港大道1550号 201310 伦磊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1509 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159号 210037 陈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2409 南京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210046 李宛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3809 南京医科大学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818 211100 章一川【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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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0354109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校园区2号大
街928号

310018 冯晨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5509 浙江大学
杭州市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紫
金港校区

310058 李君强【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6909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 361005 李白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7209 山东大学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山大南路27 250100 赵湘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8609 山东省烟台大学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 264005 宋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59009 湖北经济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
区杨桥湖大道8号

430205 魏渊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0909 武汉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 430072 张闻达【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12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
号中山大学档案馆

510006 黄肇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26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
号中山大学

510275 李梦帆【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30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
号中山大学

510275 刘欢【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4309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81号 510000 张雪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5709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柳台大道555
号

611130 陈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6509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610500 胡明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7409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 100191 常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8809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 100191 陈博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69109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育处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 100191 赵麟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0509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党委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8号中
国人民大学

100872 崔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14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00872 雷昀【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28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
国人民大学

100872 刘嘉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31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100872 卢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45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00872 王旭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5909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
国人民大学

100872 姚无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6209 清华大学水利系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卢淑娴【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7609 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档案馆 100084 汤银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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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0378009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赵浩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793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蒋瀚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02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郦慧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16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刘厚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20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刘嘉澍【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33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王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47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张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55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张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6409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周美花【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7809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100875 郑烨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810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江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8950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李洪威【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040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0038 杨佩龙【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1809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阿依波·达因别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
调档函】

1151390392109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丁洁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3509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付丽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4909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马红【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5209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牛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66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白芸【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70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蔡斐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83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陈剑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3997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陈清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03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贺朝【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17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蒋雨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25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林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34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刘李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48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栾书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51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聂煦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65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宁婧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79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苏子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82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吴维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09609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徐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05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易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19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张梓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22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邹靖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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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04136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邹仪威【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40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丁乙【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53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康静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67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刘卓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75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潘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84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浦仕通【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198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曲婉优【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0709 南开大学学生档案室
天津市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21宿8
门

300071 万星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1509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英语
系

河北省保定市华电路689号 071003 白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2409 吉林大学法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吉
林大学东荣大厦

130012 谌静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3809 吉林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吉
林大学前卫南区

130012 丁宁【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4109 复旦大学档案馆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张天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5509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1954号 200030 高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7209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200240 林夷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8609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市军工路516号 200093 傅博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29009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 200241 汪家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0909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陈亚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1209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张雪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2609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16号
南京大学商学院安中楼

210093 钱若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3009 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南大学九龙湖校 211189 郑漫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4309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文苑路1号 210046 袁伊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5709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51号
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主楼

310008 耿仕缙【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6509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51号
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主楼

310008 邢文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第 5 页，共 11 页



邮件号 收件单位 收件单位地址
收件单位邮政

编码
备注

1151390437409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和
路288号

310023 李馨格【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8809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288号
浙江工业大学博A305

310000 竺圆圆【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39109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厦门
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361005 高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0509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南路422号厦门
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361005 郑小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1409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100
号

450001 付贻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2809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道
办事处

430072 刘环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3109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八一
路299号

430072 周嘉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45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范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59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00 冯毅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62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胡松【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76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黄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80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黄珊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493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刘春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02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马晓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16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孙维蔓【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20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肖梦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33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4 赵先龙【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470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周先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5509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山路36号 410081 陈祯卿【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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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04564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
东路132号中山大学档案馆

510006 荣圆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78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
号中山大学档案馆

510006 唐瑛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81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
号中山大学档案馆

510006 温嘉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595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
号中山大学档案馆

510006 谢可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0409 中山大学档案馆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
号中山大学档案馆

510006 赵建皓【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1809 四川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四川大学望
江校区档案馆

610065 朱麒霈【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2109 四川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610065 朱施洁【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3509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南路55号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外国语学院

401331 刘慧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49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陈萍【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52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戴俊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66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胡安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70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路宝圣大道301
号

401120 季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83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沈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697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大道
301号

401120 孙一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04706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万子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0609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王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1009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朱艺楠【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2309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安外国语
大学南校区

710128 周蓝【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3709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558
号

710122 李送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4509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558
号

710122 许临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5409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西路180
号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264209 张楠【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6809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茶山街道高
教园区

325035 徐清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7109 荆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太岳东路8号 434400 龚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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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1368509
盐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龙海路中断
段

061300 张尚斌【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699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郭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08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王雅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1109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才交
流中心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沙湾路迎新
街118号

625000 陈葆心【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2509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营
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188号 210000 郭雅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3909
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
局

浙江省安吉县城天目路641号 313300 杭佳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4209
郑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
心

郑州市金水东路39号 450016 李建宝【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5609 河北省张家口监狱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沙岭子镇 075131 李梦欢【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6009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李一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7309 漳浦人才交流中心 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政府大院 363200 林和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8709
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新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大楼3楼

012000 刘雅臻【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79509 德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湖滨北路61 253000 卢亮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0009 岳池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四川省岳池县体育路36号 638300 陆亚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1309
重庆市云阳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重庆市云阳县滨江大道2580号 404500 彭海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2709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雨山西路86 211815 王亮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3509
安徽省无为县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

安徽省无为县十字街原百货大楼2
楼

238300 邢庭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4409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龙州西大
街76号人社局501

050600 杨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5809 杭州市人才市场 杭州市体育场路335号 310000 杨廷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6109 晋中市教育局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文苑街179号 030606 由国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7509 北京市通州区人才服务中心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大街玉桥西
里4号楼

101100 张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8909 北京协和医院人力资源处
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1号北京协和
医院人力资源处

100730 周海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89209 天津市河西区北方人才市场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29号 300000 付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0109
大同市人才开发交流服务中
心

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惠民里小区33
号楼4号商铺(城区一校对面)

037000 孙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1509 瑞安市人才管理办公室 瑞安市祥瑞大道948号 325200 陈建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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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1392909
颍上县人才开发交流服务中
心

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民东路5号 236200 周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3209
宜兴市人才服务中心（人力
资源和社保服务中心）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镇教育西路1号 214200 钱玟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4609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才
服务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黄
海东路299号人才服务中心

222100 安仲建【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5009 上海市青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200号 201700 胡晓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6309
诸暨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
公室

诸暨市永昌路12号 311800 李佳颖【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7709 嵊州市人才市场 嵊州市东南路596号 312400 姚建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8509
阜阳市颍州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颍州中路文
峰宾馆对面巴黎之春上三楼

236000 张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399409
顺昌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
心

福建省顺昌县城中路50号 353200 赵昱腾【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0509
青岛市市南区劳动事务代理
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三路105
号

266071 宋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1409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政务服务中
心

257200 高月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2809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财政处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64100 王丽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3109
山东省肥城市委组织部办公
室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宗大街 56
号 山东省泰安市委宿舍

271000 步晓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4509 山东省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山东省滨州市府右街37号 256600 王一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6209
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司
法分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黄龙路4号 401147 甘兆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7609
河南省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河南省安阳市安漳路8号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455000 高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8009
泌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泌水镇古
城

463700 杨恒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09309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人力资源市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
施市舞阳大街一巷21号

445000 向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0209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
局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一路99
号

430080 吕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1609 邢台市人才市场 邢台市人才市场 054000 李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2009
湖南省常德市教育局毕业生
就业办公室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大道465号 415000 王顺【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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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1413309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省湘西州吉首市人民南路120
号

416000 胡红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4709 深圳市宝安区人才服务中心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48区上川一路
60号

518101 曹卫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5509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中心

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 510000 吕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6409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 510080 赖宝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7809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
指导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 510080 赖呈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8109 攀枝花市人才服务中心
攀枝花市炳草岗机场路学府广场1
号楼(政务中心上行50米)

617000 夜亮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19509 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1819 710061 段育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0409
西安市雁塔区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永松路3号 710065 宋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1809 银川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银川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750001 马斯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2109 盐城市人才服务中心
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东进中路
88号

224005 成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3509
深圳人才园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馆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 518040 秦中元【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4909 唐山市人才交流中心 西山道65号 063004 孙宝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5209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东路1258号 215300 马歆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6609 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市南岸区崇文路2号重庆邮电
大学档案馆

400065 杜清流【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7009 亳州市公安局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武大道南
段亳州市公安局

236800 张博【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8309 莆田海关办公室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文献西路
1588号

351100 陈露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29709
青岛市黄岛区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青岛市黄岛区峨眉山路396号光谷
软件园51号楼

266555 黄梓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30609
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新五大道 464000 李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31009
湖南省娄底经开区党群工作
部

湖南省娄底经开区党群工作部 417000 刘赳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32309 德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湖滨中大道
1181号

253056 李明皓【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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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391433709
中国南方人才市场人事代理
中心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198号南方精
典大厦9楼

510620 周友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34509
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办公室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朱东路
162号

550081 余先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35409 山西省运城市人才市场
山西省运城市河东东街延长线体
育馆一层

044000 张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51391436809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9号 102200 高清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通知】

第 11 页，共 1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