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财经大学2022年推免生考核结果公示

序号 计划类型 学院 专业 报名号 姓名 录取状态 考核成绩 备注

1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084 刘洋帆 拟录取 93.50

2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8077 魏孟婷 拟录取 91.57

3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6909 李沛洁 拟录取 90.19

4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0579 金添阳 拟录取 89.74

5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6883 杜旭涛 拟录取 89.59

6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756 卢子豪 未录取 88.20

7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4408 胡欣 未录取 83.95

8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2243 王羽茜 未录取 81.99

9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5890 秦悦 未录取 80.86

10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142 张起维 未录取 79.80

11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586 桂睿思 未录取 79.33

12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2559 黄泽西 未录取 78.69

13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031 喻雲鹏 未录取 76.61

14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0941 李秉泽 未录取 75.80

15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3456 解振宇 未录取 75.25

16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240 魏雯君 未录取 72.69

17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8727 陈欣梓 未录取 72.35

18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4545 周尔淇 未录取 71.96

19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8745 张雨婷 未录取 71.12

20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5170 樊琳 未录取 65.45

21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4135 彭琪 未录取 65.15

22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384 陈慧君 未录取 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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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286 张文丰 未录取 0 缺考

24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5438 丁义涛 未录取 0 缺考

25 普通计划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17247 佟雨航 未录取 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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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7435 刘怡然 拟录取 85.3

2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643 赵雪婷 拟录取 83.32

3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839 闵哲 拟录取 71.16

4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953 瞿佳颖 拟录取 68.46

5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492 刘铖玉 未录取 54.88

6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870 王梓悦 未录取 53.16

7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735 岳云环 未录取 47.4

8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832 李涵蓉 未录取 43.8

9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794 易馨源 未录取 31.2

10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6915 唐澜 未录取 0 弃权

11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225 曾馨蓓 未录取 0 弃权

12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7980 付源源 未录取 0 弃权

13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8290 吕赛彤 未录取 0 弃权

14 普通计划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6042 薛静 未录取 0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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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8144 王冠华 拟录取 88.76

2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6886 邓唐嘉豪 未录取 82.02

3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8045 孙齐 未录取 73.82

4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1037 郑诗怡 未录取 72.64

5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3778 张雨昕 未录取 66.75

6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2560 袁畅 未录取 0.00 未参加面试

7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4361 沈书怡 未录取 0.00 未参加面试

8 普通计划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 17080 张煜斐 未录取 0.00 未参加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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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5189 姜天元 拟录取 96.4

2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2681 李子璇 拟录取 95.2

3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3657 龚佳旻 拟录取 95.0

4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6182 胡滢 拟录取 92.8

5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1877 贺楚慧 拟录取 92.0

6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927 黄颖欣 拟录取 91.3

7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2186 霍娜 拟录取 90.4

8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260 赖世海 未录取 83.0

9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5875 李思弈 未录取 81.2

10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0617 韩羽倩 未录取 79.9

11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2898 丘宇童 未录取 79.8

12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1291 乔一宁 未录取 79.6

13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8396 陈心怡 未录取 79.4

14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1570 吴欣然 未录取 78.2

15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6093 侯婧一 未录取 76.9

16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1637 商露元 未录取 76.2

17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326 楼心怡 未录取 64.6

18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548 刘希 未录取 62.2

19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267 谭惠琪 未录取 62.2

20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0369 刘姝池 未录取 62.0

21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4963 姜雨佳 未录取 61.3

22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8419 孙红亮 未录取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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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5863 张润泽 未录取 60.1

24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931 赵潇楠 未录取 60.0

25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2476 谢可镌 未录取 60.0

26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0135 余颖洁 未录取 59.9

27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3397 贺好钰 未录取 59.3

28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568 蔡晴荷 未录取 58.8

29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8009 王鑫鑫 未录取 58.3

30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8390 鲁泽威 未录取 58.2

31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3612 王新玉 未录取 56.4

32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239 漆家宏 未录取 55.0

33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1505 杨鹤童 未录取 53.8

34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3610 刘颖 未录取 53.2

35 普通计划 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经济学 17726 王琦卉 未录取 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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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7003 刘杨 拟录取 96.64

2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8053 朱丽颖 拟录取 95.68

3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6937 谢凤泽 拟录取 95.38

4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0859 王紫琦 拟录取 95.36

5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8539 闫晨 拟录取 93.14

6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966 陶灿 拟录取 92.56

7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6941 韩一丹 拟录取 91.86

8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7353 马驰 拟录取 91.26

9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8388 胡千虹 拟录取 91.18

10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1190 陶泽宇 拟录取 91.04

11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4508 李奕冲 拟录取 90.74

12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222 尚正燃 拟录取 90.22

13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4253 李晓非 拟录取 89.86

14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401 唐潮 拟录取 88.32

15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5215 黄浩男 拟录取 88.32

16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0265 张雨蒙 未录取 87.80

17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6217 于佳平 未录取 87.08

18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5341 赵英名 未录取 83.32

19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6927 叶军 未录取 83

20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0850 辛柯均 未录取 82.32

21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6369 张珮青 未录取 81.62

22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0726 王雯静 未录取 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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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2884 顾人杰 未录取 79.36

24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4412 刘林忻 未录取 77.62

25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0386 周冰洁 未录取 77.4

26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2717 李泰齐 未录取 76.64

27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3549 张蒙幻 未录取 76.58

28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6976 王常贺 未录取 76.52

29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6176 马睿楠 未录取 76.24

30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228 王稚贺 未录取 74.60

31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1969 商妍 未录取 73.18

32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1882 许涵 未录取 71.32

33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0232 郑嘉梁 未录取 70.06

34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262 周璇 未录取 67.18

35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0919 关昊文 未录取 66.66

36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4219 岳树华 未录取 65.76

37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434 李文晴 未录取 63.26

38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750 成子乐 未录取 55.66

39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0398 赵繁华 未录取 0

40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2011 方舟 未录取 0

41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财政学 17274 王嘉琛 未录取 0

42 普通计划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政府经济与管理 18744 王佩雯 未录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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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699 王盼盼 拟录取 95.56

2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6948 曲文滢 拟录取 95.04

3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4297 韩雨晶 拟录取 94.24

4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394 朱泽宇 拟录取 90.38

5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1280 周雅文 拟录取 89.78

6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138 胡晋宇 拟录取 89.16

7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4447 李北玉 拟录取 88.66

8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5546 孔祥奕 拟录取 87.56

9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6196 孙颖 拟录取 87.48

10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103 张婉莹 拟录取 86.83

11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3921 朱晓晨 拟录取 86.48

12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4738 孙益卓 拟录取 86.38

13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5689 蒲柔羽 拟录取 84.12

14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412 喻唯一 拟录取 83.36

15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083 花诗雨 拟录取 82.38

16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222 范晓烨 拟录取 81.90

17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6952 汪婧溢 拟录取 81.70

18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723 王今冉 拟录取 80.86

19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707 张田远 拟录取 80.60

20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001 卓依琳 拟录取 80.60

21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5231 贾薇 未录取 79.94

22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319 高圣烨 未录取 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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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5597 杨懿靖 未录取 79.66

24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270 彭玮 未录取 79.56

25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2740 王雅涵 未录取 79.46

26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552 林思琪 未录取 79.26

27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4271 刘吉祥 未录取 79.24

28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4982 杨璨瑜 未录取 79.18

29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6994 于青藤 未录取 79.12

30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3984 谢斐然 未录取 78.72

31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5540 王宇航 未录取 78.68

32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1473 赵友禾 未录取 77.68

33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3677 程思涵 未录取 77.56

34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3555 陈瑾钰 未录取 77.40

35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074 苏童瑶 未录取 77.25

36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116 胡天玥 未录取 76.75

37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099 唐佳奇 未录取 76.00

38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1106 王玮璐 未录取 75.80

39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466 赵英琪 未录取 75.70

40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1805 张子辰 未录取 74.80

41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843 洪秋霞 未录取 74.30

42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778 裘萧忆 未录取 71.70

43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123 王思齐 未录取 71.50

44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4975 李东昆 未录取 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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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859 吕梦娇 未录取 70.50

46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165 谈铭玥 未录取 69.90

47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2357 姚秋霞 未录取 69.75

48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711 邓璇 未录取 68.48

49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380 毕卉凝 未录取 67.40

50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7149 代栗玮 未录取 67.20

51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273 王婧莹 未录取 66.50

52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040 石丁元 未录取 65.90

53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0321 张赢方 未录取 62.00

54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 18039 李寒蒙 未录取 0 中途放弃面试

55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1326 曾文锐 拟录取 92.1

56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7071 熊鑫晨 拟录取 84.23

57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4593 李蕊 拟录取 79

58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1149 王文妍 拟录取 78.45

59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6914 程千浩 拟录取 76.95

60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0732 王妍 未录取 73.03

61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7898 赵紫瑜 未录取 67.75

62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0664 杨轩滨 未录取 67.43

63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2448 唐源源 未录取 67.15

64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8667 洪纯玉 未录取 66

65 普通计划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金融学 11206 祝思民 未录取 61

- page 3 -



中央财经大学2022年推免生考核结果公示

序号 计划类型 学院 专业 报名号 姓名 录取状态 考核成绩 备注

1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2919 殷会杰 拟录取 91.59

2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18660 艾毓敏 拟录取 90.51

3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6881 吕嘉琪 拟录取 90.2

4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4386 许清栋 拟录取 89.96

5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0176 李梦蝶 拟录取 88.03

6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6178 杜慧峰 拟录取 87.51

7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2932 秦洁瑶 拟录取 87.33

8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17151 魏闻琦 拟录取 87.05

9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18208 洪思佳 拟录取 87.01

10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11193 蒋文青 拟录取 86.38

11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6892 梁炜 拟录取 85.48

12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2561 杨豪宇 拟录取 84.55

13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10906 金榕 拟录取 84.1

14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15589 吕茜 拟录取 83.93

15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15559 张安怡然 未录取 83.87

16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5211 赵一诺 未录取 83.41

17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16164 苟润菲 未录取 83.29

18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2252 高红福 未录取 82.08

19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5274 刘炜 未录取 79.78

20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2984 冯蓝 未录取 79.12

21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1424 付文倩 未录取 78.15

22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10383 谢雨涵 未录取 7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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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8768 孙瑞玉 未录取 76.48

24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0199 汪兆江 未录取 75.85

25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14717 叶雨霏 未录取 75.12

26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2663 傅韵霖 未录取 74.39

27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0875 魏昕然 未录取 73.08

28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 11335 张靖依 未录取 72.19

29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18184 陈鹏飞 未录取 69.82

30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2219 张骋 未录取 68.76

31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4430 张恒 未录取 0 放弃

32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7118 陶冶 未录取 0 放弃

33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7975 陈嘉柔 未录取 0 放弃

34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8300 康宇 未录取 0 放弃

35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2119 巴英龙 未录取 0 放弃

36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产业经济学 15225 李威龙 未录取 0 放弃

37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融学 10806 谈桐彤 未录取 0 夏令营已录取

38 普通计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10752 贾夏青 未录取 0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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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1981 徐桥 拟录取 92.75

2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4614 李雨珊 拟录取 92.20

3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3915 周鹏 拟录取 90.65

4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8820 马佳林 拟录取 88.55

5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2622 崔梓涵 未录取 88.00

6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5130 何梦帆 未录取 86.85

7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5638 王博 未录取 85.35

8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4424 周之皓 未录取 79.75

9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0766 曹晶晶 未录取 75.40

10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15910 冯阳 未录取 0 缺考

11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2613 肖雨倩 拟录取 89.57

12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7880 李金华 拟录取 86.06

13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6893 张冲 拟录取 84.46

14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7040 张若楠 未录取 84.21

15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6166 董誉婷 未录取 79.71

16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5738 邵凯 未录取 78.74

17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5929 陈铭 未录取 76.46

18 普通计划 财经研究院 国防经济 13687 郭秋雨 未录取 0 缺考

- page 1 -



中央财经大学2022年推免生考核结果公示

序号 计划类型 学院 专业 报名号 姓名 录取状态 考核成绩 备注

1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8275 刘奕轩 拟录取 88.12

2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5795 谷佳奇 拟录取 83.84

3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8095 孟佳尧 拟录取 83.24

4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6232 纪孟汝 未录取 81.28

5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0115 张宁 未录取 79.2

6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5782 张哲源 未录取 76.76

7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8087 高怡宁 未录取 76

8 普通计划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17591 曹诗扬 未录取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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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518 王奕清 拟录取 95.76 直博

2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574 刘婷婷 拟录取 95.76 直博

3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233 李雨菲 拟录取 95.50

4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011 赵欣宇 拟录取 94.10

5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515 冉诗杰 拟录取 92.56

6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3847 李雪洁 拟录取 92.45

7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470 李晓婷 拟录取 89.86 直博

8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785 刘甜 拟录取 89.72

9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741 李如希 拟录取 88.96

10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500 马克菲 拟录取 86.84

11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247 王旭瑶 拟录取 86.30

12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6627 袁雪闵 未录取 85.81

13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298 李紫璇 未录取 84.36

14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982 孙雨微 未录取 82.70

15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670 武书佳 未录取 81.84

16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778 于宙 未录取 77.45

17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5872 李慧瑶 未录取 77.20

18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2653 崔钰 未录取 72.78

19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166 郑悦 未录取 70.40

20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408 魏玉欣 未录取 65.50

21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4409 胡雨暄 未录取 65.47

22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1329 罗子一 未录取 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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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194 张勋 未录取 64.10

24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5791 刘翔宇 未录取 62.78

25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1642 卢帅瑜 未录取 57.05

26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723 宋雪 未录取 54.42

27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864 李金珍 未录取 13.6

28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4011 宋茗 未录取 0 缺考

29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3723 吴晓斌 未录取 0 缺考

30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2516 郑一鸣 未录取 0 缺考

31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7292 汪思洁 未录取 0 缺考

32 普通计划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8111 陈昕 未录取 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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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6943 张思琦 拟录取 94.03

2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6905 徐一麟 拟录取 90.72

3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6949 田薇 拟录取 88.28

4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6956 张可欣 拟录取 86.62

5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8364 唐若妍 未录取 86.54

6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8907 韩雨 未录取 85.67

7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029 王珏 未录取 85.5

8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399 李春妍 未录取 83.6

9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8116 李晓岚 未录取 82.09

10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8833 张露月 未录取 80.24

11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573 刘怡琳 未录取 79.64

12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702 张明珠 未录取 77.66

13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954 吕嘉珩 未录取 77.38

14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8819 周坤梅 未录取 77.34

15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037 周宇涵 未录取 67.12

16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720 管煜 未录取 0 缺考

17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915 林静儒 未录取 0 缺考

18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989 罗曼妤 未录取 0 缺考

19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7519 彭程 未录取 0 缺考

20 普通计划 文化与传媒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 18321 孙毓泽 未录取 0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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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计划 法学院 经济法学 18705 林沛玟 拟录取 94.13

2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8188 丛溢柯 拟录取 90.87

3 普通计划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7213 陈佳月 拟录取 87.69

4 普通计划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8853 雷雅琳 未录取 86.80

5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8294 宁卓名 未录取 85.49

6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6985 牟思蓓 未录取 82.65

7 普通计划 法学院 金融服务法 18399 郭宇轩 未录取 78.02

8 普通计划 法学院 经济法学 11824 缪宜轩 未录取 78.00

9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2337 郭赛男 未录取 77.82

10 普通计划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6975 刘雪莹 未录取 74.04

11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7077 李依波 未录取 70.92

12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民商法学 18308 王楠 未录取 67.13

13 普通计划 法学院 诉讼法学 18899 李学倩 未录取 67.00

14 普通计划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2352 李子越 未录取 66.29

15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7090 王灿 拟录取 91.95

16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5835 张紫雨 拟录取 87.86

17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7072 张靖童 未录取 84.41

18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7030 陈婷婷 未录取 81.64

19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4196 党丹沁 未录取 78.92

20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3189 林海 未录取 77.49

21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6066 丛琳 未录取 76.79

22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8816 薛博文 未录取 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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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7856 赵宋祺 未录取 75.89

24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8122 曾逸兵 未录取 69.27

25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法学） 18445 崔嘉琦 未录取 66.88

26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061 魏欣悦 拟录取 95.57

27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554 关天玥 拟录取 94.36

28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923 赵心铭 拟录取 93.51

29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410 熊玉喆 拟录取 93.08

30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578 邓婧 拟录取 92.23

31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6935 林宜炜 拟录取 91.58

32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4552 付韵洁 拟录取 91.05

33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5677 刁婵 未录取 88.10

34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0913 任芷萱 未录取 87.16

35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289 钱苗苗 未录取 86.24

36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6951 韩沛 未录取 86.05

37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767 陈欣雨 未录取 85.92

38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320 俞露 未录取 85.00

39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6834 苏钰轩 未录取 84.71

40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391 王雨晴 未录取 83.08

41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4993 孙芊玥 未录取 82.57

42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155 张涵 未录取 81.50

43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415 崔璐瑶 未录取 81.27

44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278 郑玉秀 未录取 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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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049 马滢滢 未录取 80.57

46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601 陈洋 未录取 79.95

47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946 谢晓婷 未录取 78.89

48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023 李双玉 未录取 78.77

49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107 任逍瑶 未录取 78.20

50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1406 范莹心 未录取 78.20

51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765 汪芯宇 未录取 77.87

52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913 姜廷谊 未录取 77.53

53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3336 陈智文 未录取 76.21

54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3294 赵璇 未录取 76.21

55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378 贾雪飞 未录取 75.41

56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421 陈梦缘 未录取 75.17

57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608 周佩 未录取 74.52

58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3499 王紫茹 未录取 74.16

59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5869 陈佳妹 未录取 73.87

60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7824 张沅婕 未录取 72.60

61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4053 程相兵 未录取 0.00 取消资格

62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502 杨晨 未录取 0 放弃

63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5768 陈怡欣 未录取 0.00 取消资格

64 普通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5688 谷雪 未录取 0.00 取消资格

65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18931 姜依彤 拟录取 75.17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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