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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11999491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人力
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025150 敖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199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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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梦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19996611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9号南京邮电大
学仙林校区

210046 卞乐天【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19998311 榆林市榆阳区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兴榆路人民政府办公
楼三楼307室

719000 曹雪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19999711 中山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 510275 陈晗【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00111 大渡口区人力资源管理局流动人员
档案科

大渡口区松青路98号图书馆6楼流动人员档
案科

400084 陈俊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01511 开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康平街1号 475004 代史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02911 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建设路西段265号 467000 邓晓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03211 平舆县委组织部 平舆县解放街699号 463400 高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04611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才开发交流
服务中心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锦城南路142号 242000 高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05011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利一路金凤凰大厦 257400 郭红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06311 大连金州新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
心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金马路260号 116000 郭天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07711 东坡区人才流动服务中心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红星东路2段91号 620010 侯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08511 山东省日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128号劳动大厦 276826 胡啸林【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094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黄良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10311 忻州市人才市场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长征西街25号忻州市
人才市场劳动保障大楼

034000 黄歆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11711 海口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29号3楼 570100 姬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12511 西安市长安区人才交流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青年南街18号 710100 江凌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13411 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5号人才园 518040 李漫钧【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14811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永兴大街266号 251500 李若楠【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15111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
心

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指导中心

510080 李伟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16511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局

石家庄市裕华区塔南路169号 050011 李宇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179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100029 廖亚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18211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大丘村市政中
心秀屿区机关办公楼2层

351100 林海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19611 四川达州市渠县人才交流中心 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渠江镇和平街 635200 刘博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20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刘俊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21911 普陀区人才服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2100号 200062 刘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222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刘雅兴【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23611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临潢大街中段
宝通大厦

024000 刘雨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24011 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 南京市北京东路63号 210008 陆保林【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25311 陕西省西咸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陕西省西咸新区西咸大道中段南侧人才大
厦

712000 吕子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26711 丹东市人才中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滨江西路6号 118000 毛丽萍【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27511 高庙王乡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所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高庙王乡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所

252300 孟圣青【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28411 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人才交流中心
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千禧路1号县委一号楼
三层

033400 乔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29811 即墨市人力资源市场三楼高校毕业
生就业科

即墨市烟青路949号 266200 乔同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07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任思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1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1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00 尚尔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32411 安阳市人才开发服务中心 河南省安阳市安漳大道71号 455000 申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3811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毕节市分公司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威宁路3号 551700 沈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341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4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施晨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5511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孙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69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谭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7211 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职业中学院内 717100 拓菲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8611 中国武汉人才市场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分市场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南路1号(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 430073 王麾【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39011 秦皇岛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339号金色未
来商厦5楼

066000 王理政【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40911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叠翠路189号 276200 王丽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1211 唐山市人才交流中心
河北省唐山市丹凤路12号唐山市民服务中
心B区3号门

063000 王梦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26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王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3011 甘肃省庆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育才西路7号 745000 王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4311 呼伦贝尔市人才流动人事考试中心 呼伦贝尔市民生大厦三楼大厅 021000 王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5711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人事人才公共
服务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甘蔗街道街心路193号 350100 吴子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6511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公共就业与人
才服务中心

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无城十字街原百货大
楼3楼档案室

238300 肖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8811 常德市教育局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武陵大道北段19号 415000 熊诗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49111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档案局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花苑路319号会展中心
东首

257300 徐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50511 安徽省人才服务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509号省政务大厦A
区

230002 徐文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51411 四川省泸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江阳西路飞跃
街2号（110指挥大楼斜对面）

646000 颜维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52811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档案管理服
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苏庄东街9号 102400 杨建垒【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53111 吉林省乾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政府大楼三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131400 杨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54511 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义乌市新科路C6（新科路与西城路交叉
口）

322000 杨曌【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5591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

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87号奈伦国际B座 010010 于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56211 青岛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青岛市海尔路178号 266000 詹续龙【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57611 六安市裕安区人才中心 裕安区政府后楼四楼 237000 张开元【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58011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26号 518000 张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59311 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

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园林路183号 211600 张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0211 广安市广安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希望街2号 638000 张婷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1611 郑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陇海西路169号郑州市人才市
场

450000 张卫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2011 鄂尔多斯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林荫南路4
号鄂尔多斯市医保局三楼321室

017000 张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3311 东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港区兴海路50-1号 276800 张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4711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人才交流服务中
心

河北省威县交通大街119号 054700 张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5511 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行政审批大楼五楼 467000 赵含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6411 诸暨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浙江省诸暨市永昌路12号 311800 赵黄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7811 乌鲁木齐市人才服务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东路49号 830000 者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8111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事局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桂陵路3999号 274000 朱一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69511 秦皇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河北省秦皇岛市红旗路339号金色未来商厦
5楼33，34窗口

066000 祝毅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70411 济南市人才服务局 济南市经十路22399号五里牌坊 250021 班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71811 商丘市人才交流中心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中段176 476000 曹伟行【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72111 北京市西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北京市德外塔院胡同8号 100120 曾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73511 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1819号陕西省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710000 陈泓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74911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0楼3号 100010 陈沫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75211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杜惠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76611 天津市司法局法律服务人才交流中
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45号 300191 段琼【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77011 十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中路11号 442000 樊厚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78311 唐山市人才交流中心
唐山市路南区卫国南路丹凤道与艺文道交
汇处唐山市市民服务中心B区3号门

063000 方阿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79711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枣庄市市委组织部 277000 方振南【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80611 山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南路66号 030006 冯晓肖【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8101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16号 100040 韩悦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82311 百色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百色市右江区站前大道附近 533000 黄志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83711 中共新乐市委组织部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长寿路65号 050700 纪晓萌【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84511 湖州市人才市场管理中心
浙江省湖州市金盖山路66号市民服务中心5
号楼1205办公室

313000 蒋晔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85411 辽河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食品街 124000 解春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86811 济南市人才市场 济南市经十路22399号 250021 李成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87111 南部县人才交流中心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桂冠路6号 637300 李济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88511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277500 李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89911 中国北方人才市场 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195号增3号 300300 李素青【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90811 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1819号 710061 李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91111 嘉善县人社局-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 嘉善县魏塘街道车站北路97号 314100 李哲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92511 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63号 210008 刘庆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93911 宜宾市三江人才交流中心 宜宾市商业街53号 644000 刘衍强【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94211 泸州市人才服务中心 四川省泸州市龙透关路59号 646000 骆前汀【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95611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北京东路216号颍东区
政府2楼

236000 任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96011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才服务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58号 210000 史庆【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97311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人社局 平阴县锦东新区劳动大厦 250400 苏道强【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098711 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才服务中心 张家界市教场路69号5楼501 427000 唐玲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099511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816号 300101 王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0711 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家口市桥东区建国路中级法院 075000 王伟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1511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8号 100820 王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2411 安国市人才交流中心 安国市祁州大路94号 071200 王宇晴【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3811 陕西省咸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西段2号 712000 王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04111 来安县委组织部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新安镇东大街 239200 翁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551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西里三区18号楼 100035 吴少卿【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6911 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100745 吴延波【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7211 杭州人才市场 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155号东南面4楼 310000 夏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08611 河北省昌黎县人社局人才中心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西山小区1号人力资
源市场人事代理办公室

066600 闫薛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09011 厦门市人才服务中心
福建省厦门市湖滨东路319号二楼档案管理
部

361012 杨啸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10911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北京市朝阳区道家园1号 100025 尹良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11211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丰台区近园路13号 100071 俞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12611 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法律人才分库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63号 210008 湛舟恒【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130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73号中关村人才
发展中心2层

100195 张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14311 北京海关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甲10号 100026 张科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15711 湖北省仙桃市人才交流中心 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中段44号 433000 张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16511 河北省廊坊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

廊坊市广阳道19号 065099 张倩【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17411 吉林市就业服务中心 吉林市解放北路368号 132000 张永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18811 重庆市北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重庆市北碚区云华路168号 400700 张钰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19111 北京市门头沟区纪委区监察委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102300 赵欣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20511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 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509号 750001 周宁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21411 台州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 台州市经济开发区白云山南路139号 318000 朱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2811 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 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一号 430014 祝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3111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
大学

100081 安芷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4511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
大学教育学院

100081 毕歆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5911 武汉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 430072 蔡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6211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
大学

100081 曾丹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76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陈雏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8011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窊流路66号太原科
技大学

030024 陈佳珂【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29311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农业大学 510000 陈嘉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02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陈柳萌【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1611 兰州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222号兰州大
学

730000 陈仁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2011 武汉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武汉大学 430072 陈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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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47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陈芯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5511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川路995号上海立信会计
金融学院

201209 陈阳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6411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北京林业大学 100083 陈颖慧【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0137811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大学生就业指
导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378号华
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行政楼C区1楼

510006 陈韵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81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陈子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0139511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陈紫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13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
182号 430073 程诗天【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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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远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35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三环学
区）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100089 崔晓晓【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44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戴若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5811 南开大学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300071 邓策【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61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邓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47511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 100083 邓扬【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89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丁师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49211 重庆大学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174号 400044 董立扬【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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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晋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151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杜小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52911 中山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
学

510275 范卓【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32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182号 430073 方傲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46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付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5011 厦门大学 思明南路422号 361005 高宇涵【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563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龚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77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谷绍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8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顾峥【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59411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石佳冲路109号 410006 广明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603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
182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

430073 何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6171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何林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62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何盼盼【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63411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 412000 何婉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64811 中国政法大学 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何叶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651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182号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

430073 何弋頔【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665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100089 何宗斌【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67911 上海市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松江大学园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黄尚【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68211 山西大同大学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兴云街 037000 黄圣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69611 湖南大学生物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南校区登高
路1号生物学院

410082 黄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705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大道301号西南
政法大学

401120 霍金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719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南湖大道182号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430070 纪晓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7361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简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374011 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 100084 江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75311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姜卓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767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00 金友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775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道
182号 430073 敬江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78411 中国政法大学 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孔德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798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一号 100038 赖镇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0711 中山大学学生处学生档案室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

510006 黎子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1511 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海大崂山
校区

266100 李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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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皓【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3811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037号华中科
技大学

430074 李佳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4111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
湖南大学（财院校区）工商管理学院院楼
122 410006 李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5511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路一号山东师范
大学

250358 李泸【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6911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李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7211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5号山东大学外
国语学院

250100 李萍【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86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李仁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89011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门大学人文
学院团委办公室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
大学）建南大会堂3楼304团委办公室

361005 李思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09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李逸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1211 吉林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吉林大学前
卫南校

130012 李雨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26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李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3011 南开大学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 300071 李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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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30073 梁菁【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5711 天津大学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 300072 廖起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6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廖雅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74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廖梓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88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林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39911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刘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08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刘晨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1111 复旦大学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200433 刘俊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251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刘凝【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39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刘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4211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
学成智楼

361005 刘祎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5611 吉林大学法学院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东荣大厦 130012 刘胤池【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6011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央财经大学学院南路校区 100081 刘钰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8711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689号华电二校 071003 刘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09511 华侨大学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大道668号 361021 刘昭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00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中国地质大学 100083 刘志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1311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人文楼113室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
学人文楼113室

100872 刘志颖【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2711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南路27号 250100 刘子耀【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3511 南京大学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
学仙林校区

210046 龙虹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4411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鲁晓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5811 湖北省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30073 陆晶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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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75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
院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一号 100038 罗臻【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8911 山西大学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92号山西大学 030006 吕芃芃【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1921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啊中关村大街59号 100872 吕逸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01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昌平校区）

102249 马嘉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1511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1239号 200092 宁静致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291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张家路口121号 100070 欧阳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32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73 潘玉萍【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424611 宁波大学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818号 315211 裴雨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5011 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1号 100084 彭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6311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
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C1-
116学工办

510006 彭欣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427711 湖北省武汉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
事司法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湖大
道182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

430073 秦培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8511 兰州大学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222号兰州大
学盘旋路校区

730000 邱怡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29411 烟台大学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清泉路32号 264000 曲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03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西南政法大学 401120 饶皓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1711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任丹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2511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00 任品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34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100029 任尚云【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48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任希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5111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100083 任雅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65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十号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100029 戎雪倩【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7911 中山大学学生处学生档案室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学生处学生档案室

510006 佘婉绮【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82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182号 430000 沈心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396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施来舒【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0511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

100000 施怡如【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1911 外交学院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24号 100037 宋叶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4011 厦门大学法学院
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法学
院

361005 苏玉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5311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街道麓山南路932号科研
楼

410083 孙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67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孙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7511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 100083 孙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84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0038 孙雨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49811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178号 430000 孙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0711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410000 汤金毅【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1511 南开大学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300071 唐妍【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2411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
山东省济南市洪家楼5号山东大学外国语学
院

250100 唐志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3811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文化西路180号 264209 田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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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丽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5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万秋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6911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三十五号北京林业
大学

100083 王晨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72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100029 王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586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王慧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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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昀【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12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王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2611 西北政法大学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558号 710122 王梦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30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100029 王牧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43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主楼A402室 102249 王宁【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57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王琴【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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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30073 王姗【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88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王璇【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69111 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1号 100084 王妍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0511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人文学院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路206号暨南大学
行政楼322办公室

519000 王悦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14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南湖校区）

430070 王泽钧【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28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木樨地校区

100038 王作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3111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院 100081 魏旺【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4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吴安东【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6211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大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30073 吴金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47761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100089 吴晶融【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80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吴子豫【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79311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中国传媒大学 100024 夏倩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0211 清华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档案馆 100084 夏松松【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1611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向梦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20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0038 向往【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3311 中山大学学生处学生档案室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学生处学生档案室

510006 谢一格【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4711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100号郑州大
学新校区

450001 谢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5511 吉林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 130012 徐芳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6411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037 430074 徐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7811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徐璐【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89511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100024 徐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490411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市松江区龙源路555号 201620 徐文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24918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徐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921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许露雨【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93511 中山大学学生处学生档案室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

510006 许雪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9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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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瑞【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95211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北京科技大学档
案馆

100083 严秋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96611 吉林大学法学院 前进大街2699号吉林大学前卫南区 130012 严曦冉【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24970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杨良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5341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10号 100029 杨心怡【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548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杨奕【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551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 100038 杨子豪【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56511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210023 姚瀚棋【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57911 浙江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48号浙江大
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411 310007 姚敏侣【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582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叶依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59611 安徽大学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九龙路111号安大新区 230009 张丹丹【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4860511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300071 张京华【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19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三环学区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5号 100089 张蕾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2211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100081 张柳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4863611 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大道301号 401120 张迈【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4011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
校区

210023 张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5311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5号山东大学外
国语学院

250100 张姗姗【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6711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777号 200433 张亭【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7511 武汉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99号 430072 张婷【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841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

100038 张馨月【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6981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东路180号 450003 张颖【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4870711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北京林业大学
水土保持学院

100083 张雨珊【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1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张墺多【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24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49 张媛媛【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3811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 200433 张韵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4111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塔湾街83号 110035 张子哲【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55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102249 章天泽【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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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室

310008 赵宸可【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721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北京外国语
大学

100089 赵也乔【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78611 郑州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郑州大学新校区 450001 郑平平【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48790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中国政法大学
（昌平校区）

102249 郑娴【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函】

110412488091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100089 郑宇坤【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81211 武汉大学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大学 430072 周孟瑶【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82611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102200 周玘荟【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83011 吉林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2699号吉林
大学前卫南区

130012 周元松【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84311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珠海市香洲区金枫路18号 519000 朱子悦【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85711 中山大学学生处学生人事档案室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132号中山大
学学生处学生人事档案室

510006 庄一宏【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110412488651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100191 庄云霄【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政审调档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