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主修学号 主修学院 主修专业 辅修学院 辅修专业 加权平均成绩 挂科记录

李宇 1608030132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7.44 无

耿孟珂 1603050141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5.26 无

石海阳 160802032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7.83 无

白杰 1605010125 刑事司法学院 侦查学 法学院 法学 84.07 无

易慧敏 1603050118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6.6 无

杨明瑜 1602040227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法学院 法学 80.84 无

刘础嘉 1610020121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3.34 无

孙茜茜 1606060125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0.69 无

刘雅洁 1603050127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7.37 无

耿培森 1606060121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3.03 无

韩佩芸 1610030114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法学院 法学 83.51 无

吕淑桢 161100020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4.91 无

林宗海 1609120105 统计与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法学院 法学 88.53 无

刘京可 1603010219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 85.51 无

余雪凌 160802022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1.58 无

黄子祎 160802023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7.65 无

王旻 1603030118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1.46 无

王紫莹 1603100115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4.17 无

夏汤妮 1605030125 刑事司法学院 侦查学 法学院 法学 83.04 无

许劼 1609120123 统计与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法学院 法学 80.86 无

王玉珏 1613010114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法学院 法学 85.78 无

何庆功 1606090138 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管理方向）法学院 法学 80.3 无

曹嘉滢 1606010141 工商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法学院 法学 86.99 无

张亮 1603010214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 81.83 无

张欢佳慧1603010222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 86.38 无

庞筱荻 1606090119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8.75 无

李奕鑫 1608020314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5.2 无

吕俊杰 1601020113 哲学院 国际政治 法学院 法学 84.51 无

张欣 1611080217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6.39 无

蒋鑫 1601010104 哲学院 哲学 法学院 法学 89.78 无

叶小虎 1601010108 哲学院 哲学 法学院 法学 85.54 无

孙溪 1601010111 哲学院 哲学 法学院 法学 84.56 无

徐奏捷 1601020103 哲学院 国际政治 法学院 法学 84.25 无

万致远 1601020112 哲学院 国际政治 法学院 法学 82.49 无

周锦珩 1601020137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5.44 无

刘璐 1602010346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法学院 法学 81.04 无

陆童童 160201044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法学院 法学 84.95 无

陈暖淼 1602040207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法学院 法学 82.13 无

陈驰 1602040232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法学院 法学 80.5 无

李晓楠 1603010225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 89.92 无

闫宇欣 1603010250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 82.91 无

彭亚齐 1603030134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7.52 无

张帆 1603050109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2.58 无

郑雨丝 1603050126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2.96 无

刘铮昂 1603080141 金融学院 投资学 法学院 法学 85.39 无

张碧琪 1603100124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8.65 无

谭琼 1603100148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6.46 无

刘欣宜 1603140122 金融学院 工程造价 法学院 法学 81.16 无

郭瑞洁 1603150117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4.25 无

严星灵 1603150138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法学院 法学 83.99 无

程泽睿 160400050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法学院 法学 92.45 无

孔庆格 1604000933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92.35 无

涂浩 1605020121 刑事司法学院 治安学 法学院 法学 80.09 无



袁周 1605030103 刑事司法学院 边防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5.65 无

周子盼 1605030110 刑事司法学院 边防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0.67 无

张依凡 1605030120 刑事司法学院 边防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8.11 无

于清漪 1605050104 刑事司法学院 侦查学 法学院 法学 85.11 无

吕文心 1605050142 刑事司法学院 侦查学 法学院 法学 88.32 无

朱奇瑜 1606020147 工商管理学院 贸易经济 法学院 法学 90.14 无

谢运来 1606030132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法学院 法学 87.25 无

字丽波 1606040151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0.07 无

彭影影 1606050121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法学院 法学 84.59 无

王琛鑫 1606050122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法学院 法学 84.1 无

陈翔宇 1606070104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3.1 无

刘朝阳 1606070121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4.71 无

陈素玉 1606080107 工商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7.56 无

王喆芩 1606080113 工商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1.97 无

曹建睿 1606080116 工商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1.08 无

王雨坤 1607010114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法学院 法学 87.01 无

娜日高娃1607030243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法学院 法学 82.9 无

孙瑜 1607030311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法学院 法学 84.72 无

莫泽群 1607030337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法学院 法学 84.85 无

杜珍 1608010336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6.82 无

胡丹婷 1608020219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4.62 无

杨玉婷 1608030430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1.37 无

郭睿娴 1608030441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2.21 无

林一凡 1609120101 统计与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法学院 法学 87.75 无

胡志国 1609120112 统计与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法学院 法学 83.79 无

潘亮 1609120121 统计与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法学院 法学 82.38 无

黄雄财 1609120136 统计与数学学院 金融数学 法学院 法学 85.42 无

招逸懿 1610010106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2.75 无

向梦晖 1610010136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2.41 无

丁愉翀 1610010140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法学院 法学 82 无

尤咏洁 1610070115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关系 法学院 法学 83.56 无

张国瑨 1611000103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3.95 无

吴先溢 1611000206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6.95 无

潘泽宇 1611000207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8.07 无

吴梦颖 1611000225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4.86 无

赵城娟 161100030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3.94 无

赵楠迪 161100031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90.35 无

张亦静 1611000328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5.98 无

邝黄义 161100033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3.34 无

范思思 1611030222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法学院 法学 82.06 无

陈琪 1611030225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法学院 法学 85.32 无

徐英浩 1611060120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法学院 法学 80.76 无

黄雨晴 1611080205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5.74 无

张驰 1611080310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3.46 无

龚晓 1611080316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4.79 无

解为淳 1611080318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4.8 无

韩璐 1611080326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法学院 法学 81.36 无

秦含笑 1612030113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法学院 法学 81.19 无

周思倩 1612030129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法学院 法学 81.28 无

吴潇 1612040101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8.49 无

王婕妤 1612040102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5.62 无

朱文彬 1612040123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1.23 无

刘子钰 1612040133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6.58 无

陆梅 1612040137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4.87 无



王媛媛 1612040145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1.27 无

郑琪 1612040208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4.7 无

王雯 1612040241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6.75 无

成施燕 1612040310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3.43 无

范晨晓 1612040325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8.62 无

邓润 1612040329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5.92 无

卢盼盼 1612040342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法学院 法学 84.76 无

康倩 1612090214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法学院 法学 81.41 无

宋怡婷 1613010102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法学院 法学 84.51 无

李陶然 1605010122 刑事司法学院 侦查学 法学院 法学 82.61 无

祁钰滢 1610070127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关系 法学院 法学 81.53 无

张頔 1601010107 哲学院 哲学 法学院 法学 81.22 无

赵隽 1602010338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法学院 法学 82.21 无

朱琳 1608020304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3.42 无

袁静 1608020342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法学院 法学 82.93 无

邱玉娇 1609050130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法学院 法学 81.58 无

陈银山 1611030229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法学院 法学 84.42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