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名编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本科学校

1 10002200003007 张一瑾 比较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2 10002200003247 蔡佳雯 法律史 复旦大学

3 10002200002321 刘润浩 法律史 中国政法大学

4 10002200002328 陈晓艳 法律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 10002200003110 崔巍 法学理论 山东大学

6 10002200002050 马学雯 法学理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 10002200001967 沈鸿艺 法学理论 华南理工大学

8 10002200002244 刘世杰 法学理论 中南大学

9 10002200002528 陈悦 法学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

10 10002200002225 张逸潇 法学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

11 10002200003258 王坤宁 法学理论 中央民族大学

12 10002200001941 邱思捷 国际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13 10002200002845 缪雪莲 国际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

14 10002200002266 高明豪 国际法学 复旦大学

15 10002200003043 赵浦伊 国际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16 10002200003032 黄菘瑞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17 10002200003314 吴琳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18 10002200002653 卢思羽 经济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19 10002200001992 王璐瑶 经济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20 10002200003141 洪云箫 经济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21 10002200002007 苏鹏 经济法学 吉林大学

22 10002200002697 覃思倩 经济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23 10002200002487 蔡欣瑜 经济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24 10002200002835 张鑫渝 民商法学 清华大学

25 10002200002395 张彦堃 民商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26 10002200002663 冯斯琪 民商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27 10002200002115 李晶晶 民商法学 武汉大学

28 10002200002442 闫北辰 民商法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9 10002200002785 陈漳林 民商法学 北京大学

30 10002200001988 赵佳琦 民商法学 吉林大学

31 10002200002559 王伊阳 民商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

32 10002200001916 尹潇涵 民商法学 南京大学

33 10002200002651 张星宇 民商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34 10002200002695 罗馨 社会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35 10002200002072 李婧琳 社会法学 南开大学

36 10002200002736 吕海宁 诉讼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37 10002200002745 徐晓譞 诉讼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38 10002200002127 朱逸安 诉讼法学 安徽大学

39 10002200003239 汪羽舒 诉讼法学 华东师范大学

40 10002200002218 李洁 诉讼法学 中南大学

41 10002200002702 周沫言 诉讼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42 10002200002470 张小娟 诉讼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43 10002200002595 何佳怡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44 10002200002711 程成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厦门大学

45 10002200002892 吕子仪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46 10002200002926 肖峻峰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武汉大学

47 10002200002749 刘世华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48 10002200002512 解彦梓 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49 10002200002717 莫妍 刑法学 武汉大学

50 10002200003129 田扬 刑法学 武汉大学

51 10002200002582 王余紫萱 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52 10002200002887 龚佳涵 刑法学 西北政法大学

53 10002200002836 韩金泥 刑法学 山东大学



54 10002200001917 许可 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55 10002200002755 万凤云 刑法学 东南大学

56 10002200002769 成隽捷 刑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57 10002200002622 袁啸昆 知识产权法 中国人民大学

58 10002200001983 陈笑薇 知识产权法 吉林大学

59 10002200002931 李炫莹 知识产权法 北京林业大学

60 10002200002627 徐怡平 知识产权法 中国人民大学

61 10002200002837 龚雨菁 知识产权法 浙江大学

62 10002200002222 周姝含 知识产权法 中国人民大学

63 10002200002611 王佳怡 知识产权法 中国人民大学

64 10002200002156 闫昱昕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华中科技大学

65 10002200002067 施杨琪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浙江大学

66 10002200001995 赵楠楠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南开大学

67 10002200002111 杨杰萍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

68 10002200002437 董煜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

69 10002200002584 任天怡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中国农业大学

70 10002200002953 何丝雨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吉林大学

71 10002200002516 吴依妮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武汉大学

72 10002200002777 杜旭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四川大学

73 10002200003190 赵珈莹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厦门大学

74 10002200003246 吴凡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西安交通大学

75 10002200002911 郑姜锶煜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复旦大学

76 10002200002055 唐浩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武汉大学

77 10002200002511 马丽婷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中山大学

78 10002200003275 郭子璠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中国农业大学

1 10002200002459 钟娅丹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中国农业大学
2 10002200002456 郝子越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 10002200002460 何雨薇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郑州大学
4 10002200003415 冯昕硕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山东大学
5 10002200002489 候颉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 南京理工大学

知识产权法（理工农医背景）3年制专业优胜者名单中如有未获得推免资格或自愿放弃者，我院将在该专业接
收推免生名额范围内，按照总成绩从高到低顺序择优在该专业候补名单中递补。以下为该专业候补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