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后四位 本科学习专业 拟录取专业

1 贾亦真 9102 侦查学 法学

2 汪成竹 4616 边防管理 法学

3 方子典 3715 边防管理 法学

4 郭倍含 0048 侦查学 法学

5 次仁央珍 0029 边防管理 法学

6 胡孟韬 3314 边防管理 法学

7 李家琪 6831 边防管理 法学

8 余欢 8224 边防管理 法学

9 周沁菲 0726 侦查学 法学

10 彭佳 4915 治安学 法学

11 戴琛 310X 侦查学 法学

12 魏泽宇 3017 治安学 法学

13 周子盼 1510 边防管理 法学

14 林喆 3830 侦查学 法学

15 胡笛 0026 国际政治 法学

16 刘雅迪 0044 金融学 法学

17 陈阳昊 3314 侦查学 法学

18 王鹏哲 3830 侦查学 法学

19 梁家熙 051X 治安学 法学

20 窦紫玮 0049 劳动与社会保障 法学

21 靳铖伟 0017 侦查学 法学

22 李炳瑶 0046 会计学 法学

23 唐开元 6410 会计学 法学

24 谢云帆 0824 经济统计学 法学

25 常瑶 0136 侦查学 法学

26 周彦凝 2647 会计学 法学

27 梁方越 0424 劳动关系 法学

28 来志远 0819 侦查学 法学

29 何文畅 0041 英语 法学

30 张中第 6419 英语 法学

31 刘炳霖 7017 统计学 法学

32 王振宇 1416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法学

33 肖鼎国 0314 电影学 法学

34 叶欣蓬 9418 侦查学 法学

35 王亚玲 004X 经济学 法学

36 陈林浩 0034 侦查学 法学

37 张驰 0012 商务英语 法学

38 熊垚鑫 0013 侦查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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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朱珈莹 006X 金融学 法学

40 马凡婷 0048 统计学 法学

41 王文峰 0014 会计学 法学

42 吴宣瑾 3022 商务英语 法学

43 汤至愚 0010 农业资源与环境 法学

44 包欣然 0388 药学 法学

45 段宛君 3323 经济学 法学

46 付童 0021 安全工程 法学

47 韩雅儒 0045 金融学 法学

48 侯思佳 3924 视觉传达设计 法学

49 石奕佳 3620 心理学 法学

50 吕思雨 0026 旅游管理 法学

51 郑源媛 0067 会计学 法学

52 劳嘉信 3113 广告学 法学

53 林芳原 0041 财务管理 法学

54 孟繁睿 4555 英语 法学

55 杨星星 0023 经济学 法学

56 张静姝 0748 德语 法学

57 吴柳霖 0021 会计学 法学

58 韩菲 0829 金融学 法学

59 袁子青 248X 食品质量与安全 经济与金融

60 茶维佩 1726 矿物加工工工程 经济与金融

61 田曼舒 0065 法学 经济与金融

62 文维 0017 旅游管理 经济与金融

63 丁可宇 52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经济与金融

64 王伟 1817 旅游管理 经济与金融

65 胡鹏宇 0816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经济与金融

66 徐皓琦 3417 管理科学 经济与金融

67 王天雨 002X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经济与金融

68 岳晓娟 3344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经济与金融

69 刘煜 0034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经济与金融

70 梅潇 0025 会计学 经济与金融

71 胡嘉峻 7458 软件工程 经济与金融

72 张煦 0315 海洋技术 经济与金融

73 廖星航 7612 旅游管理 经济与金融

74 万梦恬 3728 会计学 经济与金融

75 甄淇深 003X 物联网工程 经济与金融

76 李小康 2317 商务英语 经济与金融

77 陈翔宇 8721 旅游管理 经济与金融

78 徐森 0014 测绘工程 经济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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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赵嘉鑫 1413 电影学 经济与金融

80 杜兴宜 0011 法学 经济与金融

81 张东明 0037 商务英语 经济与金融

82 刘春生 1376 法学 经济与金融

83 刘志辉 0518 城市管理 经济与金融

84 马一凡 1227 法学 经济与金融

85 陆玉远 0916 数字媒体艺术 经济与金融

86 孙柳 4921 环境工程 经济与金融

87 周峙丞 1616 朝鲜语 经济与金融

88 袁雨鑫 0491 法学 经济与金融

89 杨金澔 2518 电影学 经济与金融

90 韩硕 0041 法学 经济与金融

91 陈飞 0015 土木工程 经济与金融

92 卢远侨 0812 材料科学与工程 经济与金融

93 林玥昕 0829 法学 经济与金融

94 高麟淞 1515 数字媒体艺术 经济与金融

95 刘淑琦 5549 法学 经济与金融

96 吕成蓉 5820 行政管理 经济与金融

97 陈君清 5028 数字媒体艺术 经济与金融

98 陈晓羽 0229 会计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99 王晨 0059 生物科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0 杨广 1470 经济学专业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1 阿伊古丽·阿木提 3420 刑事司法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2 陈鑫 0024 经济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3 杜静伟 006X 电影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4 盖立夫 0032 经济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5 甘睿 161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6 何丽 2444 工商管理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7 贺占梅 0527 经济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8 胡吉琴 0423 经济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09 冷如思 0021 法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0 李梦晨 802X 经济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1 李宜瑾 2827 刑事司法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2 李子豪 725X 统计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3 谭建平 0163 法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4 王晓雪 4826 日语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5 徐浩 6011 财政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6 杨憬 3422 商务英语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7 臧烁 631X 职务犯罪侦查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18 张临风 041X 法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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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朱一丹 0348 测绘工程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0 唐旭东 0090 建筑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1 王婧琦 3928 会计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2 李德珊 0620 法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3 魏楚怡 4240 社会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4 明怡岚 302X 环境科学与工程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5 邹智海 0453 法学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6 梁犇 1012 刑事司法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27 王贵甲 2735 哲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8 串子行 0019 生物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9 邓坤林 1052 化学工程与工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0 曾玮莹 5526 食品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1 蔡洪谷 0028 旅游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2 陈佳雄 3115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3 陈攀 0010 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4 邓常晖 0015 材料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5 刘亚南 5417 视觉传达设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6 马骏驰 1811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7 买热合巴·阿布都扎依尔 0520 法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8 牟鲜勇 1235 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9 曲真宝 8211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0 汤晨璐 3029 物流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1 徐梓钧 3014 车辆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2 伊雨强 5579 应用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3 虞阚 0035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4 袁孜炜 1215 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5 张娇 7885 工商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6 张梦婷 0065 劳动与社会保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7 张晓庆 0623 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8 张钰 0926 知识产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9 赵亦锐 0016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0 周密行 3416 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1 周瓶 0017 电影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2 覃居上 028X 采矿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3 贾琦 272X 汉语言文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4 刘航海 0019 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5 王松 6034 应用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6 叶华超 001X 临床医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7 喻明岩 0319 食品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8 陈博文 0112 日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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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周舟 0027 物流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0 张睿 0057 会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