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编号 姓 名 性别 所在学校 所学专业 复试总成绩 备注

0002900791 安芷璇 女 中央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82.50

0002900322 毕歆悦 女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 79.20

0002900115 曾必瑜 女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81.40

0002900323 曾丹妮 女 中央民族大学 会计学 78.70

0002900149 曾颖青 女 北京大学 金融学 78.50

0002900250 陈清清 女 北京大学 考古 81.30

0002900263 陈仁冲 男 兰州大学 历史学 79.20

0002900395 陈文 女 武汉大学 文科试验班类 79.30

0002900940 陈汐 女 中国人民大学 贸易经济 83.40

0002900022 陈韵仪 女 华南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 79.50

0002900564 程明皓 女 北京大学 哲学 81.30

0002900781 程诗天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边防管理 80.40

0002900284 丁师孟 女 中国政法大学 德语 81.10

0002900830 董立扬 男 重庆大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79.70

0002900394 杜晋国 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侦查学 81.60

0002900794 杜思佳 女 北京大学 汉语言文学 81.70

0002900312 朵悦 女 北京大学 汉语言文学 79.20

0002900630 丰峰 男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86.70

0002900274 付彤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79.20

0002900430 广明宇 女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8.70

0002900657 何康 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边防管理 79.90

0002900687 何林丹 女 中国人民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80.00

0002900018 何盼盼 女 中国政法大学 社会工作 78.80

0002900467 何山 女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80.90

0002900666 何弋頔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80.60

0002900510 洪鸿源 男 北京大学 泰语 80.60

0002900145 黄北南 男 北京大学 哲学 82.50

0002900590 黄鑫 女 湖南大学 生物技术 79.50

0002900194 贾鸿遥 女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80.10

0002900358 蹇梦虎 男 北京大学 梵语巴利语 83.00

0002900714 江南 女 北京大学 金融学 79.30

0002900498 江珊 女 清华大学 英语 83.00

0002900531 姜卓君 女 北京科技大学 行政管理 82.90

0002900405 金友旋 女 中国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83.00

0002900416 金泽旭 男 北京大学 英语 78.60

0002900636 敬江婷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学 79.00

0002900020 赖坤元 男 北京大学 印度尼西亚语 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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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900777 李冰墨 女 北京大学 经济学 78.30

0002900310 李佳成 男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工程 85.80

0002900320 李凯 男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0.60

0002900772 李乐怡 女 北京大学 汉语言 78.30

0002900024 李月 女 中国政法大学 经济学类 81.90

0002900588 梁菁 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侦查学 79.30

0002900364 林大宇 男 北京大学 金融学 79.90

0002900576 刘畅 女 中国人民大学 税务 80.80

0002900148 刘祎佳 女 厦门大学 行政管理 80.90

0002900410 刘昱辰 女 北京大学 新闻学 80.10

0002900346 刘钰鹏 男 中央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79.70

0002900041 刘志鹏 男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石油工程 78.40

0002900181 刘志颖 女 中国人民大学 汉语言文学 86.90

0002900351 鲁晓彤 女 华东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78.40

0002900113 陆杰 男 北京大学 地质学 79.70

0002900915 罗小凡 女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79.20

0002900027 吕芃芃 女 山西大学 国际政治 84.40

0002900330 吕绚黎 女 北京大学 哲学 82.00

0002900540 毛俊畯 女 北京大学 日语 79.70

0002900128 宁静致远 女 同济大学 会计学 78.40

0002900575 彭程 女 清华大学 社会学 79.70

0002900648 秦培钊 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侦查学 79.40

0002900800 邱怡婷 女 兰州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80.60

0002900453 区绮琳 女 西南政法大学 会计学 79.10

0002900066 饶浴阳 女 北京大学 会计学 79.10

0002900023 宋叶根 男 外交学院 英语专业 79.10

0002900177 苏悦 女 北京大学 会计学 79.70

0002900285 孙慧 女 北京大学 汉语言 80.70

0002900289 孙璐 女 中南大学 材料类 80.90

0002900903 孙怡 女 北京林业大学 会计学 79.60

0002900264 汤金毅 男 湖南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78.60

0002900133 田耕 男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朝鲜语 78.80

0002900902 田丽荣 女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 78.50

0002900885 涂仕涛 男 北京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79.70

0002900043 汪媛媛 女 北京大学 哲学 83.90

0002900882 王晨 男 北京大学 金融学 78.30

0002900006 王菡 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俄语 79.40

0002900229 王基权 男 北京大学 法语 80.30

0002900701 王加骥 男 北京大学 梵语巴利语 78.30

0002900075 王静昀 女 中国人民大学 日语 81.00



0002900103 王立波 女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 80.80

0002900888 王利平 男 北京大学 金融学 83.20

0002900132 王明珠 女 北京大学 会计系 79.50

0002900210 王牧阳 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8.30

0002900106 王宁 女 中国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 79.40

0002900366 王世杰 男 北京大学 法语 79.00 退役大学生

0002900124 王世蓉 女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79.20

0002900341 王思懿 女 北京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 80.60

0002900026 王璇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79.20

0002900422 王妍玫 女 清华大学 英语 79.20

0002900049 王艺遥 女 北京大学 汉语言文学 84.60

0002900417 王作太 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治安学 79.90

0002900601 夏松松 男 清华大学 高分子材料加工工程 78.40

0002900736 谢昌立 男 北京大学 英语 81.80

0002900053 谢昭 女 郑州大学 经济学类 79.10

0002900029 徐欣 女 中国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78.80

0002900252 许露雨 女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78.30

0002900733 许文贤 女 北京大学 管理学 86.50

0002900491 薛瑞 女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 81.50

0002900234 严秋斯 女 北京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85.50

0002900533 杨奕 女 中国政法大学 社会学 78.90

0002900655 杨子豪 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侦查学 78.30

0002900098 姚瀚棋 男 南京大学 生物科学类 78.70

0002900064 姚敏侣 男 浙江大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82.00

0002900434 尹秋实 女 北京大学 菲律宾语 83.50

0002900225 尹子尤 男 北京大学 菲律宾语 80.90

0002900784 于子悦 女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81.00

0002900390 余劭瑶 女 清华大学 生物科学 82.30

0002900223 张京华 女 南开大学 哲学 78.40

0002900013 张萌 女 北京大学 汉语言文学 80.20

0002900033 张润 女 南京大学 英语 80.40

0002900104 张姗姗 女 山东大学 翻译 79.40

0002900739 张馨月 女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侦查学 78.30

0002900158 张雅忆 女 北京大学 世界历史 78.30

0002900344 张雨珊 女 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78.70

0002900619 张媛媛 女 中国政法大学 英语 79.60

0002900093 张韵可 女 复旦大学 德语 86.70

0002900403 章天泽 女 中国政法大学 哲学类 81.80

0002900159 周孟瑶 女 武汉大学 翻译 78.50

0002900065 周思吉 男 北京大学 俄语 82.50



0002900207 周元松 男 吉林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 78.50

0002900074 卓越 男 北京大学 社会学 7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