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论文选题方向 导师

1 1601220240 柏亚军 知识产权法 张平

2 1601220241 本轲 法理学 侯猛

3 1601220242 曹卫红 知识产权法 张平

4 1601220243 曾赟 知识产权法 张平

5 1601220244 晁晓宇 诉讼法 陈瑞华

6 1601220245 陈永涛 经济法 彭冰

7 1601220246 成锟 刑法 车浩

8 1601220247 丁舒 诉讼法 汪建成

9 1601220248 窦城保 民商法 楼建波

10 1601220249 杜秀军 知识产权法 张平

11 1601220250 段婷婷 法理学 强世功

12 1601220251 段志超 知识产权法 易继明

13 1601220252 冯姝雯 知识产权法 杨明

14 1601220253 伏广聪 经济法 甘培忠

15 1601220254 付亚钦 民商法 张双根

16 1601220255 葛靖 诉讼法 汪建成

17 1601220256 韩晓翰 宪法与行政法 张千帆

18 1601220257 何立春 知识产权法 杨明

19 1601220258 洪眉 民商法 王成

20 1601220259 胡洪慧 知识产权法 杨明

21 1601220260 黄全来 知识产权法 刘东进

22 1601220261 黄姗 刑法 梁根林

23 1601220262 贾晓辉 诉讼法 刘哲玮

24 1601220263 江睿 经济法 叶姗

25 1601220264 金含笑 知识产权法 刘银良

26 1601220265 金慧源 刑法 郭自力

27 1601220266 郎亚萍 宪法与行政法 湛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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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601220267 李诚 经济法 张守文

29 1601220268 李春杰 知识产权法 刘银良

30 1601220269 李红伟 民商法 陈若英

31 1601220270 李磊 知识产权法 张平

32 1601220271 李青青 刑法 王新

33 1601220272 李瑞芝 诉讼法 安春莲

34 1601220273 李素 知识产权法 刘东进

35 1601220274 李文娜 民商法 常鹏翱

36 1601220275 李想 民商法 许德峰

37 1601220277 李亚西 刑法 江溯

38 1601220278 刘畅 民商法 谷凌

39 1601220279 刘成斌 知识产权法 张平

40 1601220280 刘洪阳 刑法 江溯

41 1601220281 刘奇琦 民商法 佟强

42 1601220282 刘以丹 知识产权法 刘东进

43 1601220283 吕强 民商法 刘凯湘

44 1601220284 马睿 国际公法 宋英

45 1601220285 孟亚楠 诉讼法 陈瑞华

46 1601220286 苗莉莉 民商法 马忆南

47 1601220287 缪顾进 知识产权法 刘银良

48 1601220288 彭海星 经济法 刘燕

49 1601220289 岐温华 民商法 薛军

50 1601220290 任大鹏 民商法 佟强

51 1601220291 任重 宪法和行政法 王锡锌

52 1601220292 邵希伦 经济法 洪艳蓉

53 1601220293 申晓楚 宪法与行政法 张千帆

54 1601220294 时惠晨 诉讼法 陈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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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601220295 宋堃 知识产权法 易继明

56 1601220296 宋献涛 知识产权法 杨明

57 1601220297 苏洁 刑法 白建军

58 1601220298 孙赫 诉讼法 傅郁林

59 1601220299 孙玲玲 刑法 陈兴良

60 1601220300 唐良箭 刑法 赵国玲

61 1601220301 童银福 知识产权法 刘东进

62 1601220302 万毅 诉讼法 安春莲

63 1601220303 汪恩泽 诉讼法 安春莲

64 1601220304 王冰 诉讼法 汪建成

65 1601220305 王贯 民商法 金锦萍

66 1601220306 王冠 国际公法 李鸣

67 1601220307 王国升 宪法与行政法 陈端洪

68 1601220308 王婧 国际经济法 张智勇

69 1601220309 王兰兰 刑法 陈兴良

70 1601220310 王鹏 知识产权法 易继明

71 1601220311 王蓉蓉 民商法 金锦萍

72 1601220312 王元博 知识产权法 杨明

73 1601220313 温昊 民商法 王成

74 1601220314 温雅 知识产权法 易继明

75 1601220316 肖义刚 经济法 邓峰

76 1601220317 邢张臻 国际公法 陈一峰

77 1601220318 熊燕华 国际经济法 高薇

78 1601220319 徐丹 宪法与行政法 王磊

79 1601220320 徐钢 知识产权法 刘银良

80 1601220321 续开源 诉讼法 陈永生

81 1601220322 杨潜 经济法 蒋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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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601220323 杨洋 民商法 常鹏翱

83 1601220324 姚盼 经济法 肖江平

84 1601220327 张保庆 诉讼法 陈永生

85 1601220330 张淑芳 知识产权法 易继明

86 1601220331 张兴坡 宪法与行政法 沈岿

87 1601220332 赵建超 民商法 张双根

88 1601220333 赵莉 知识产权法 刘东进

89 1601220334 赵源 民商法 葛云松

90 1601220335 周秒 知识产权法 刘银良

91 1601220336 周应溥 诉讼法 陈瑞华

92 1601220337 朱殿尧 知识产权法 刘银良

93 1601220338 庄双澧 民商法 马忆南

94 1601220339 邹红艳 民商法 薛军

95 1501220296 杜爽 国际经济法 刘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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