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吕** 5321**********186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政治经济学
王** 4123**********754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西方经济学
胡** 5227**********03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西方经济学
马** 1306**********35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西方经济学
罗** 1101**********113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韦** 5003**********70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财政学
翟** 1306**********09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财政学
邢** 1102**********00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财政学
刘** 4113**********005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王** 3401**********30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苏* 4601**********031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冉** 5002**********00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陈* 3506**********154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张** 3701**********81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李** 6103**********42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马** 6101**********204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胡** 3714**********00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王** 1504**********251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李** 1301**********181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张** 2206**********02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李** 4128**********00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产业经济学
丁* 3426**********616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李** 3505**********00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杨* 6403**********122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孙** 3706**********892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田** 1305**********604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吕* 1411**********008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周** 4110**********722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王** 4115**********004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叶* 2105**********028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沈** 4205**********07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刘** 4402**********154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聂* 4309**********20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袁** 2304**********081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数量经济学
邓** 5109**********091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任** 3412**********031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刘* 1307**********15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褚* 4501**********25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何** 3307**********02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王** 3424**********816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陈** 5003**********00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陈** 5101**********04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刘** 5103**********05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何** 5103**********10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彭** 5107**********119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张** 5111**********206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陈* 3506**********201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邱** 5111**********00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吴* 5111**********49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石** 5130**********494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崔** 6103**********004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柳** 6123**********14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何* 6211**********216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卢* 3709**********15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李** 3707**********86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王** 1306**********902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赵** 4107**********401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张* 1405**********002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白** 1402**********314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王** 1401**********181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张* 4107**********005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路** 4113**********45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谭** 4113**********58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陈** 4115**********04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王** 1527**********15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王** 2101**********02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刘** 2111**********37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康* 2112**********00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马** 1302**********09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王** 1302**********30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刘** 2108**********701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陈** 2114**********00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张** 2202**********244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孙* 4305**********004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李** 4203**********12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田** 1302**********624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董** 4206**********004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黄** 4301**********12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赵** 2323**********50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曹** 3101**********08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邵** 3204**********17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张** 3203**********36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曾** 4402**********006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李* 4402**********07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许* 4452**********134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
聂** 3622**********25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陈* 4600**********388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方** 3506**********621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刘** 5223**********02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吁** 3625**********20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刘** 3624**********00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高** 3707**********86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杜** 1306**********634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杨* 4107**********302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刘* 4228**********02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何** 4211**********56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王** 4405**********104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张* 4104**********56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汗****** 6501**********40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凌** 3307**********204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卢** 3309**********74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张** 5001**********00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贺** 5002**********042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曹* 3405**********054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刘* 3426**********19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徐** 5111**********10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佘** 5134**********16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刘* 5134**********00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杨** 6201**********15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熊** 6301**********25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邵** 1303**********904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唐** 3709**********151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丽****** 6541**********052X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苑* 1310**********861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扈** 1310**********026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倪** 1311**********10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王** 4106**********004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刘** 1101**********36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李* 1407**********006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马** 1504**********034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许* 1503**********10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刘** 2103**********16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王* 2102**********17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刘** 4127**********00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王** 1102**********11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杨* 1302**********30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徐** 2204**********222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陈* 2113**********182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姜** 2303**********54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何** 4203**********004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刘** 4305**********00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薛* 4107**********601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运输经济与物流
邝* 4128**********491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运输经济与物流
杨** 3205**********05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运输经济与物流
李** 4103**********1024 金融学院 金融学
赵* 5106**********0028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刘** 5105**********071X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吴** 6328**********0019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王** 6501**********0727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刘** 4502**********0024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孔** 3307**********214X 金融学院 金融
李** 2107**********2025 金融学院 金融
刘** 4303**********7124 金融学院 金融
唐** 4307**********2520 金融学院 金融
裴** 5115**********0017 金融学院 金融
王** 6201**********1027 金融学院 金融
范** 6201**********2625 金融学院 金融
闫** 5001**********0423 金融学院 金融
阮** 5001**********1220 金融学院 金融
何* 3605**********1346 金融学院 金融
林** 4417**********1720 金融学院 金融
杨** 3302**********4312 金融学院 金融
陈* 3306**********0045 金融学院 金融
黄** 4526**********0324 金融学院 金融
杨** 5002**********1626 金融学院 金融
黄** 5001**********8070 金融学院 金融
方** 3407**********0029 金融学院 金融
陈** 3405**********0022 金融学院 金融
刘** 5101**********1816 金融学院 金融
陈** 3502**********8023 金融学院 金融
沈** 3506**********2025 金融学院 金融
饶** 3602**********1045 金融学院 金融
徐* 3606**********1012 金融学院 金融
匡** 3604**********2313 金融学院 金融
周** 5113**********0025 金融学院 金融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李** 5301**********7049 金融学院 金融
康** 3703**********171X 金融学院 金融
刘* 3702**********4324 金融学院 金融
周* 1302**********4325 金融学院 金融
蔡** 3709**********3245 金融学院 金融
程* 3710**********8524 金融学院 金融
王** 1304**********5924 金融学院 金融
张** 1308**********8029 金融学院 金融
杨** 1306**********851X 金融学院 金融
胡** 1401**********0868 金融学院 金融
张** 4101**********6928 金融学院 金融
贠* 4103**********1528 金融学院 金融
陈** 1101**********2525 金融学院 金融
福* 1101**********1220 金融学院 金融
李** 1404**********0447 金融学院 金融
刘** 1406**********9024 金融学院 金融
薛** 1401**********0645 金融学院 金融
崔** 1424**********6329 金融学院 金融
郎** 1504**********0661 金融学院 金融
刘** 1101**********8620 金融学院 金融
关** 4115**********0723 金融学院 金融
李** 2102**********0416 金融学院 金融
刘* 2102**********556X 金融学院 金融
张** 2113**********2028 金融学院 金融
田** 1201**********5020 金融学院 金融
郭** 1102**********0065 金融学院 金融
王* 1102**********002X 金融学院 金融
高** 1301**********0632 金融学院 金融
白** 1301**********0964 金融学院 金融
郭** 2108**********0049 金融学院 金融
张** 2306**********5924 金融学院 金融
姚** 2308**********0027 金融学院 金融
钱* 4205**********5516 金融学院 金融
周** 4211**********224X 金融学院 金融
张** 4301**********1320 金融学院 金融
叶** 4307**********1375 金融学院 金融
姜** 2310**********0928 金融学院 金融
谭* 4401**********1221 金融学院 金融
樊** 5001**********0424 金融学院 金融
秦* 1307**********302X 金融学院 金融
林* 3210**********7325 金融学院 金融
章** 3301**********161X 金融学院 金融
温** 4404**********9083 金融学院 金融
田** 5001**********0826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陈** 3701**********6726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钟** 5001**********1221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雪* 4525**********0226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姜** 5003**********0865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李* 3706**********2240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王** 3709**********0344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杨** 3712**********7722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杨** 4103**********0023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顾* 1102**********1629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刘* 1301**********1535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朱** 5113**********4939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李** 5002**********0223 国际商学院 企业管理
贺* 5107**********1820 国际商学院 企业管理
樊** 3604**********498X 国际商学院 企业管理
王** 6223**********3811 国际商学院 企业管理
夏** 4228**********5526 国际商学院 企业管理
何** 4302**********7820 国际商学院 企业管理
谭** 5101**********2862 国际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郭** 4107**********0028 国际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闫* 4108**********0098 国际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李** 3402**********2020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吴* 2102**********7525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周** 3301**********0022 国际商学院 会计
蔡** 3303**********0110 国际商学院 会计
零* 4521**********0625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夏** 3424**********0322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曾** 5111**********0425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张** 3706**********5821 国际商学院 会计
聂** 1406**********9062 国际商学院 会计
谢** 1202**********1620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刘** 1302**********0034 国际商学院 会计

买********* 6527**********0829 国际商学院 会计
谭** 4406**********0929 国际商学院 会计
吴** 4404**********9089 国际商学院 会计
雷** 5001**********0021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 3729**********2524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 6528**********5522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 5137**********7944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 3705**********483X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原* 4508**********0047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游** 5001**********2422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漆* 3603**********2515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闫** 6106**********0325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周** 1307**********2029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 1307**********3027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 1101**********3041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赵** 2201**********4226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 4303**********0281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徐** 3203**********0065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屈** 4114**********1528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季* 3208**********0043 信息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钟* 5138**********6369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杨** 5301**********0312 法学院 刑法学
刘* 5002**********8243 法学院 民商法学
江* 3429**********1423 法学院 民商法学

吴*** 6101**********2628 法学院 民商法学
范** 6201**********501X 法学院 民商法学
王** 3404**********1417 法学院 民商法学
盛** 3202**********2527 法学院 诉讼法学
赵** 1311**********0023 法学院 经济法学
魏** 5113**********0729 法学院 经济法学
石** 6523**********0046 法学院 经济法学
朱* 1101**********0021 法学院 经济法学
史** 3202**********7289 法学院 经济法学
舒** 4205**********0038 法学院 国际法学
马** 4104**********5547 法学院 国际法学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郎** 3302**********0012 法学院 国际法学
尹** 4305**********0561 法学院 国际法学
黄* 4508**********0043 法学院 国际法学
潘** 5301**********1525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张** 1309**********2828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杨** 5331**********3829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向* 5002**********5460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黄* 1301**********2122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黄* 3202**********0027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何** 3211**********0411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李** 4403**********0423 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熊* 5002**********338X 法学院 法律（法学）
钟* 5002**********1742 法学院 法律（法学）
夏** 5101**********0044 法学院 法律（法学）
许** 2205**********0586 法学院 法律（法学）
王** 4307**********7209 法学院 法律（法学）
涂* 3207**********0522 法学院 法律（法学）
郑** 1101**********8644 英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滕* 4209**********2502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彭** 3601**********052X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邱* 3623**********1725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于** 3703**********0426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胡** 1401**********4521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 1101**********0620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荆* 2102**********1749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陶* 4408**********2228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张* 3706**********2223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童* 3623**********0027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尹** 3709**********0325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周** 1306**********8036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郭** 3714**********092X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程** 4201**********0843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吴** 4307**********0487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姚** 3401**********2549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张* 3404**********1626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蒋** 3411**********121X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张* 5101**********0020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王** 3601**********002X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尹** 3701**********7448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高*** 1304**********1827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韩** 1307**********1522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高** 3723**********0261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任** 1401**********0024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黄** 1401**********0541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陈** 4108**********0076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吴** 4115**********0026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马** 1201**********5048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郑** 4201**********1024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周** 4307**********4021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吴** 3601**********4824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曹** 4404**********9125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高** 3502**********0016 外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学
李* 1101**********0020 外语学院 法语语言文学
高** 2102**********004X 外语学院 法语语言文学
刘** 3709**********3925 外语学院 德语语言文学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马** 4103**********3221 外语学院 德语语言文学
廖** 4401**********0020 外语学院 德语语言文学
李** 3704**********3426 外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学
卢** 4419**********3643 外语学院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冯* 4311**********0020 外语学院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祝** 3301**********1334 外语学院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包** 3303**********3619 外语学院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刘* 3729**********0026 外语学院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张** 3703**********0624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杨** 1303**********5420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廖** 6402**********0024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曹** 1101**********0041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王** 1423**********0028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杨** 4111**********8143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朱** 4304**********0060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何** 4305**********0029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张* 3209**********0268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金** 2101**********2540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林** 3501**********6429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侯* 5221**********2047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吴** 3707**********264X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乔** 4101**********0206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赵* 1422**********3809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张** 1101**********1822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李* 2102**********7424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辛** 2108**********1221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陈** 2207**********0025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马** 2202**********152X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刘** 3401**********0325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张** 5222**********002X 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沈** 3202**********1628 政府管理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
孙** 2201**********381X 政府管理学院 社会保障
王** 4113**********0026 政府管理学院 公共经济管理
龙** 3624**********203X 政府管理学院 海关管理
董** 3302**********0048 政府管理学院 海关管理
邹** 4407**********3917 政府管理学院 海关管理
王** 3705**********0423 政府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董* 4211**********2080 政府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朱** 4325**********8484 保险学院 金融学
张** 3706**********222X 保险学院 金融学
王** 5001**********0022 保险学院 金融学
薛** 5101**********4221 保险学院 金融学
周** 3501**********1667 保险学院 金融学
蔡** 3607**********0047 保险学院 金融学
王** 5301**********0527 保险学院 金融学
刘* 6125**********0043 保险学院 金融学
谢** 1502**********3120 保险学院 金融学
张** 2107**********222X 保险学院 金融学
马** 4211**********0422 保险学院 金融学
姚* 3624**********1025 保险学院 金融学
江* 6541**********1165 保险学院 金融学

乌*** 1522**********052X 保险学院 金融学
冯** 4406**********0823 保险学院 劳动经济学
线** 2107**********2429 保险学院 劳动经济学
廖* 5221**********2528 保险学院 劳动经济学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孟* 4107**********9545 保险学院 劳动经济学
牟** 4509**********2749 保险学院 保险
连** 4600**********0426 保险学院 保险
周** 3422**********4466 保险学院 保险
杨** 4404**********9016 保险学院 保险
刘** 3302**********0024 保险学院 保险
虞** 3302**********1745 保险学院 保险
余** 3302**********3683 保险学院 保险
丁** 3407**********5423 保险学院 保险
孔** 3405**********0631 保险学院 保险
徐* 3408**********0629 保险学院 保险
徐* 3408**********1116 保险学院 保险
张** 3425**********028X 保险学院 保险
王*** 5101**********0048 保险学院 保险
刘** 3622**********1821 保险学院 保险
陈** 3623**********0024 保险学院 保险
唐** 5321**********5010 保险学院 保险
王** 3705**********2445 保险学院 保险
任** 3706**********5725 保险学院 保险
杨* 3709**********0426 保险学院 保险
王** 1309**********1525 保险学院 保险
申** 1309**********1049 保险学院 保险
王* 1427**********0023 保险学院 保险
刘* 1424**********0041 保险学院 保险
赵** 1101**********273X 保险学院 保险
王* 4113**********5315 保险学院 保险
席** 4113**********1540 保险学院 保险
刘* 1521**********1820 保险学院 保险
隋** 2102**********3520 保险学院 保险
李** 2101**********5428 保险学院 保险
陈* 1302**********3922 保险学院 保险
雷** 4304**********0023 保险学院 保险
李** 3205**********6627 保险学院 保险
陈** 3101**********2919 保险学院 精算学
史** 3310**********1662 保险学院 精算学
胡** 3408**********1146 保险学院 精算学
侯** 6403**********2724 保险学院 精算学
王** 2102**********0269 保险学院 精算学
朱** 2321**********5246 保险学院 精算学
周* 3406**********2018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世界经济
金** 3708**********6843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世界经济
关** 2110**********5527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世界经济
胡** 2114**********5821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世界经济
嵇* 3211**********4225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世界经济
刘** 3308**********0086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刘** 3703**********1565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张** 3706**********0220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孙** 1102**********2229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张** 2310**********3520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孙** 4301**********3025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王** 2102**********5126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张** 4401**********4042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杨** 3303**********7949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孙** 3422**********4440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朱** 3425**********0927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姓名 身份证号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周** 3506**********0046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李* 5113**********512X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姜* 3623**********0029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孔** 3704**********3426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樊** 1501**********0627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江** 2102**********5247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张** 4290**********1848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刘** 4302**********0021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杨** 4401**********4820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李** 2312**********4104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邱* 5224**********0223 国际关系学院 全球治理
程** 5001**********6586 国际关系学院 全球治理
王** 3408**********5244 国际关系学院 全球治理
石** 3210**********7028 统计学院 统计学
李** 1303**********1113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王** 4416**********1713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梁** 4412**********3284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王** 3410**********0014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李** 5105**********7055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谢* 5101**********002X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吴** 3623**********0522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张** 5323**********0023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李* 6104**********7500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焦** 4112**********1021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罗** 4304**********0613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李** 4307**********0313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马* 4206**********0028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查** 3205**********0342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何* 4403**********6020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张* 3307**********6045 统计学院 统计学
冯** 1306**********0913 统计学院 统计学
侯* 5223**********774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张** 4114**********1187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王** 2102**********3160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刘* 4303**********1428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陈** 5201**********0624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郝** 4104**********9024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古代文学
梁** 3713**********492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刘** 5301**********0723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
王** 6101**********4423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
王** 6103**********3525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
丁** 3707**********0523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
师** 1307**********3821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
黄* 2103**********2021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
王* 2104**********3229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全球价值链
丁** 3306**********577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