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录取方向

1701212139 阿依波·达因别克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140 安洪 民法

1701212141 安仲建 知识产权法

1701212142 白小玉 诉讼法

1701212143 白雪 国际商法

1701212144 步晓光 财税法

1701212145 蔡斐然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146 曹卫良 知识产权法

1701212147 常伟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148 陈葆心 商法

1701212149 陈博文 知识产权法

1701212150 陈德 宪法与行政法

1701212151 陈可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152 陈露薇 民法

1701212153 陈茜茜 财税法

1701212154 陈清云 商法

1701212155 陈祯卿 财税法

1701212156 程海宁 金融法

1701212157 崔琳 商法

1701212158 戴俊峰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159 丁洁瑶 知识产权法

1701212160 丁璐 刑法

2017级法律硕士（非法学）分方向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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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161 丁宁 房地产法

1701212162 丁乙 刑法

1701212163 杜金峰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164 杜清流 知识产权法

1701212165 杜宛真 房地产法

1701212166 段育科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167 方铭璐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168 冯晨露 国际商法

1701212169 冯寒野 金融法

1701212170 付杰 金融法

1701212171 付丽炜 知识产权法

1701212172 付雪航 诉讼法

1701212173 付贻琳 诉讼法

1701212174 傅博云 商法

1701212175 傅兰珂 国际公法

1701212176 甘兆敏 民法

1701212177 高莹 商法

1701212178 高莹 财税法

1701212179 高月桐 商法

1701212180 龚立雯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181 郭辉 财税法

1701212182 郭雅琪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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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183 杭佳佳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184 贺朝 商法

1701212185 侯宁静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186 胡红亮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187 胡明昕 知识产权法

1701212188 胡晓雪 国际商法

1701212189 胡智洋 金融法

1701212190 黄金晶 金融法

1701212191 黄珊珊 诉讼法

1701212192 黄笑笑 国际商法

1701212193 黄肇婷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194 黄梓朋 国际商法

1701212195 计林君 刑法

1701212196 贾萌萌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197 江涵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198 蒋瀚云 金融法

1701212199 蒋露 金融法

1701212200 蒋雨璇 商法

1701212201 金清灵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02 金星野 商法

1701212203 康静怡 电子商务法

1701212204 赖宝莹 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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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205 赖呈瑛 民法

1701212206 李洪威 商法

1701212207 李佳颖 国际公法

1701212208 李嘉如 财税法

1701212209 李建宝 民法

1701212210 李婕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11 李君强 民法

1701212212 李梦帆 财税法

1701212213 李梦涵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14 李梦欢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16 李鹏飞 财税法

1701212217 李祺 民法

1701212218 李帅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19 李松 电子商务法

1701212220 李宛衡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221 李馨格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22 李雪妍 国际公法

1701212223 李瑶瑶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24 李一鸣 财税法

1701212225 李莹 刑法

1701212226 李勇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27 李远朝 知识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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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228 郦慧伶 电子商务法

1701212229 林和妹 财税法

1701212230 林雯 商法

1701212231 林夷白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32 刘承奇 国际公法

1701212233 刘春雨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34 刘海龙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35 刘厚澎 商法

1701212236 刘欢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37 刘环宇 房地产法

1701212238 刘慧源 国际商法

1701212239 刘嘉澍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240 刘嘉玮 房地产法

1701212241 刘赳赳 国际商法

1701212242 刘李航 商法

1701212243 刘佩灵 电子商务法

1701212244 刘硕 财税法

1701212245 刘雅臻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46 刘岩 国际公法

1701212247 刘中鹏 金融法

1701212248 刘卓群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49 刘子琦 国际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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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250 龙继伟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51 卢亮辰 财税法

1701212252 卢漫 金融法

1701212253 卢淑娴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54 陆亚伦 商法

1701212255 逯冬 诉讼法

1701212256 栾书剑 房地产法

1701212257 伦磊知 房地产法

1701212258 罗力铭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59 骆菲 国际商法

1701212260 吕晓 金融法

1701212261 马红 房地产法

1701212262 马延婧 诉讼法

1701212263 马艺乔 民法

1701212264 马智玲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65 聂煦东 商法

1701212266 宁婧辰 财税法

1701212267 牛聪 房地产法

1701212268 潘玲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69 彭海祥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70 钱玟蓉 财税法

1701212271 钱若凡 金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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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272 曲婉优 商法

1701212273 荣圆梦 商法

1701212274 沈丹薇 房地产法

1701212275 宋瑞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76 苏子婵 电子商务法

1701212277 孙宝新 国际商法

1701212278 孙维蔓 国际商法

1701212279 汤心仪 金融法

1701212280 汤银玲 电子商务法

1701212281 汤勇源 金融法

1701212282 唐兵汭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83 唐亦文 电子商务法

1701212284 田若妍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85 万楠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86 万星辰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287 汪家雨 国际公法

1701212288 王晨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89 王丹文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90 王虹 金融法

1701212291 王嘉钰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92 王丽佳 商法

1701212293 王亮亮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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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294 王培洁 知识产权法

1701212295 王然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296 王顺 金融法

1701212297 魏渊澜 国际公法

1701212298 文玉婷 房地产法

1701212299 吴佩珊 商法

1701212300 向安然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301 肖雨 电子商务法

1701212302 辛秋蓉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303 邢庭炜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304 熊涛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305 徐嘉媛 国际公法

1701212306 徐申 国际公法

1701212307 颜景琳 电子商务法

1701212308 杨晨森 商法

1701212309 杨光兴 商法

1701212310 杨恒祎 民法

1701212311 杨觐 国际商法

1701212312 杨佩龙 财税法

1701212313 杨廷婷 电子商务法

1701212314 姚虹旭 金融法

1701212315 姚建伟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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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316 姚无铭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317 叶李庆 商法

1701212318 夜亮宇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19 由国燕 刑法

1701212320 余先发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321 余元帅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22 袁扬民 诉讼法

1701212323 袁伊劲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324 曾庆鹏 刑法

1701212325 曾颖瑶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26 张冰 金融法

1701212327 张博 财税法

1701212328 张聪 商法

1701212329 张娣 房地产法

1701212331 张昊 房地产法

1701212332 张皓月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33 张荷 知识产权法

1701212334 张娇 财税法

1701212335 张靖雯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336 张咪 商法

1701212337 张敏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338 张铭航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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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339 张楠 知识产权法

1701212340 张诺亚 金融法

1701212341 张琦 商法

1701212342 张天宇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43 张闻达 民法

1701212344 张雪莹 财税法

1701212345 张瑜瑶 商法

1701212346 张钰鑫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47 张梓涵 商法

1701212348 张作鸾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349 章一川 诉讼法

1701212350 赵浩陪 民法

1701212351 赵建皓 知识产权法

1701212352 赵麟鑫 法律与公共政策

1701212353 赵娜 宪法与行政法

1701212354 赵湘怡 宪法与行政法

1701212355 赵昱腾 金融法

1701212356 郑漫兮 知识产权法

1701212357 郑小晶 商法

1701212358 郑欣妍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359 支玉晨 电子商务法

1701212360 钟雯娣 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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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12361 周海燕 经济法（市场竞争法）

1701212362 周汉 民法

1701212363 周蓝 国际商法

1701212364 周美花 电子商务法

1701212365 周秋余 电子商务法

1701212366 周友能 国际商法

1701212367 朱麒霈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68 朱晓雪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69 竺圆圆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70 邹靖文 金融法

1701212371 邹仪威 电子商务法

1701212372 李凯妍 财税法

1701212373 廖川为 经济法（公司法与证券法）

1701212374 周君衡 房地产法

1701214767 恩和晶 财税法

1601212575 廖红霞 财税法

1501212499 李想 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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