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拟录取名单

考生编号 姓名 考试方式 拟录取类别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初试成绩复试成绩 综合成绩 学习方式

102879211001985 文喃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370.00 240.33 77.06 全日制

102879211007212 许文捷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民商法学 417.00 234.67 80.81 全日制

102879211007863 徐天瑞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民商法学 386.00 252.67 80.71 全日制

102879211006998 凌仕杭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民商法学 400.00 243.33 80.56 全日制

102879211009830 李秀花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民商法学 394.00 232.50 78.15 全日制

102879211001988 马业民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民商法学 378.00 232.83 76.60 全日制

102879211001990 王樱琦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民商法学 380.00 225.50 75.58 全日制

102879211001994 唐婷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经济法学 382.00 222.00 75.20 全日制

102879211006224 叶文超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航空航天法学 359.00 207.00 70.40 全日制

102879211001997 施逸展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航空航天法学 356.00 191.17 67.46 全日制

102879211005540 张悦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404.00 256.75 83.19 全日制

102879211005356 刘潇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381.00 262.50 81.85 全日制

102879211005355 康旭晖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380.00 242.25 78.38 全日制

102879211002005 喻家鹏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350.00 242.25 75.38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5538 侯月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327.00 228.75 70.82 全日制

102879211005354 陈丽香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社会工作 351.00 208.50 69.85 全日制

102879211008437 徐晓旭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392.00 273.83 84.84 全日制

102879211009824 李薇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428.00 250.83 84.60 全日制

102879211009730 成思慧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课程与教学论 395.00 267.50 84.08 全日制

102879211008383 陈灵辉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高等教育学 395.00 262.83 83.30 全日制

102879211006364 张晶晶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415.00 262.00 85.17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89 刘静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408.00 252.17 82.83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2029 黄丽娟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99.00 245.50 80.82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65 韩梅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87.00 252.50 80.78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87 宗玥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92.00 243.83 79.84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72 季小全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92.00 239.00 79.03 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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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79211006360 俞言花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81.00 242.33 78.49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88 刘飞燕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54.00 255.83 78.04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83 李珮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75.00 241.67 77.78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45 单丽蓉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75.00 238.83 77.30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74 周敏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72.00 240.33 77.26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19 汪娟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56.00 248.67 77.04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77 朱丹丹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48.00 253.33 77.02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69 黄雅琪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33.00 258.00 76.30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96 吕蒙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60.00 241.00 76.17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2033 刘礼钰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59.00 240.00 75.90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16 孙丽萍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44.00 247.50 75.65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2026 储彩丽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74.00 228.00 75.40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35 夏秋云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81.00 223.67 75.38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66 张琴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35.00 250.33 75.22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84 李文洁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33.00 249.67 74.91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27 王宇琦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47.00 239.67 74.64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58 游双庆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39.00 244.33 74.62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09 沈小明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52.00 235.50 74.45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2032 李智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38.00 242.83 74.27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254 拱维力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33.00 242.83 73.77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32 夏慧惠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50.00 231.83 73.64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48 杨莲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47.00 231.50 73.28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21 王红艳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48.00 229.83 73.10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6384 朱晓宏 全国统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教育管理（专业学位） 338.00 231.67 72.41 非全日制

102879211005003 王艳芳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87.00 269.00 83.53 全日制

102879211008521 姬莉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402.00 255.50 82.78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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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79211008226 秦晶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87.00 253.25 80.91 全日制

102879211008699 王雪燕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92.00 248.75 80.66 全日制

102879211007000 邓砚文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90.00 249.50 80.58 全日制

102879211002063 吴玲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95.00 244.75 80.29 全日制

102879211002067 周钰笠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81.00 250.00 79.77 全日制

102879211002055 李东廷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75.00 250.25 79.21 全日制

102879211002060 彭雯婷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84.00 243.00 78.90 全日制

102879211002057 刘仁浩 全国统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                                          392.00 227.25 77.08 全日制

公共管理                                          375.00 237.25 77.04 全日制

公共管理                                          339.00 237.50 73.48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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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79261005665 刘沛竹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68.00 243.00 77.30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4945 张永意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68.00 232.50 75.55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6584 顾柳钦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60.00 230.33 74.39 全日制

102879261003269 江成政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76.00 219.33 74.16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7480 徐雯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40.00 233.16 72.86 全日制

102879261006970 周琦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7.00 237.33 72.26 全日制

102879261003313 张新媛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36.00 230.50 72.02 全日制

102879261006175 商彦澄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0.00 237.66 71.61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6411 薛馨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41.00 222.16 71.13 全日制

102879261005661 方子瑞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46.00 215.00 70.43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5985 黄杰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45.00 214.83 70.30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3270 姜团利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0.00 227.50 69.92 全日制

102879261003301 王志强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45.00 212.33 69.89 全日制

102879261007024 张傲涵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33.00 215.33 69.19 全日制

102879261003318 周延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40.00 210.83 69.14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3308 张弛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1.00 219.33 68.66 非全日制

（少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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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79261004946 赵茜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1.00 215.16 67.96 全日制

102879261005679 熊进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0.00 212.16 67.36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3287 史俊生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40.00 198.50 67.08 全日制

102879261004095 符文强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3.00 205.66 66.58 全日制

102879261003278 刘松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33.00 198.66 66.41 全日制

102879261008751 冉茜 法律硕士联考 非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非法学） 327.00 201.33 66.26 全日制

102879261006192 谢旺旺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法学） 341.00 242.00 74.43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5397 刘丹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法学） 334.00 239.83 73.37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6019 高彦锋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法学） 326.00 236.17 71.96 非全日制

102879261005705 翟琪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法学） 331.00 227.17 70.96 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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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79261005699 陆娴婷 法律硕士联考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法律（法学） 333.00 205.50 67.55 非全日制

102879231002657 程慧 单独考试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航空航天法学 373.00 199.00 70.47 全日制

102879231002658 徐小兵 单独考试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航空航天法学 359.00 206.67 70.34 全日制

102879231002662 赵捷 单独考试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403.00 245.50 81.22 全日制

102879231002661 张建聪 单独考试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390.00 227.25 76.88 全日制

102879231002660 邵晓燕 单独考试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314.00 230.50 69.82 全日制

102879231002659 廖阳阳 单独考试 定向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315.00 212.75 66.96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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