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按姓名音序） 就读学校

1 蔡莲 南昌大学

2 曹瑾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 曹婧文 南开大学

4 曾君 西南财经大学

5 陈博洋 中国农业大学

6 陈佳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陈嘉玲 华中师范大学

8 陈思艺 华南师范大学

9 陈嗣春 北京林业大学

10 陈烨靖 重庆大学

11 谌柏錞 中国矿业大学

12 邓潇雪 北京化工大学

13 丁昕昕 中央民族大学

14 董馨雨 厦门大学

15 董雪桐 山东大学

16 董子舒 东北大学

17 董紫怡 电子科技大学

18 段坤岳 中央民族大学

19 樊文洁 北京体育大学

20 方娅楠 中国海洋大学

21 符馨 西南大学

22 付家泓 北京化工大学

23 高万杰 吉林大学

24 管烨萱 西北工业大学

25 郭妍清 中央民族大学

26 韩佳洋 电子科技大学

27 韩佳益 西南大学

28 韩亦坤 清华大学

29 何佳怡 河北工业大学

30 何佳颖 华东理工大学

31 何杏 华东师范大学

32 何懿蓓 山东大学

33 和宇航 中央财经大学

34 洪潇玲 湖南大学

35 洪影珊 苏州大学

36 洪志超 上海财经大学

37 胡景梁 厦门大学

38 胡琳娜 上海大学

39 黄立凤 东南大学

申请方向：公共管理学术型硕士



40 黄楠 中国海洋大学

41 黄沁 华东理工大学

42 黄叶岚 南京理工大学

43 黄壹翎 中国传媒大学

44 贾鹏琪 电子科技大学

45 江元楷 大连海事大学

46 解鹏 内蒙古大学

47 金莉莉 北京科技大学

48 康可依 武汉理工大学

49 孔世璇 北京邮电大学

50 兰涵宁 苏州大学

51 李安妮 山东大学

52 李冰逸 河海大学

53 李伯然 南昌大学

54 李虹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5 李鸿瑜 中央民族大学

56 李佳馨 北京科技大学

57 李佳幸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58 李茜 重庆大学

59 李庆豪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60 李仁发 中国海洋大学

61 李诗睿 北京林业大学

62 李欣波 北京理工大学

63 李欣玉 湖南大学

64 李雪莲 重庆大学

65 李玉琰 兰州大学

66 李子琦 中国农业大学

67 梁瀚斓 暨南大学

68 廖玲玉 西南交通大学

69 刘海霞 中央民族大学

70 刘皓瑜 中国海洋大学

71 刘晓雨 中国海洋大学

72 刘悦洋 南京农业大学

73 吕旸 中央财经大学

74 马慧 华中师范大学

75 马玉芝 中国人民大学

76 马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77 毛博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8 毛新喻 中国人民大学

79 莫璐平 南开大学

80 宁薇 大连理工大学



81 牛欣仪 中国人民大学

82 潘柯岚 南京师范大学

83 潘晴悦 大连理工大学

84 秦欢欢 河海大学

85 邱纪东 华东理工大学

86 茹梦怡 郑州大学

87 邵杰瑞 安徽大学

88 石冰玉 华东理工大学

89 石棋 吉林大学

90 宋知远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91 孙梦菲 厦门大学

92 孙茹怡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93 孙恬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4 孙雪文 中国人民大学

95 孙祎诺 大连理工大学

96 孙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7 谭佳宜 华南理工大学

98 唐晓宇 厦门大学

99 王聪 武汉理工大学

100 王方艺 中国农业大学

101 王坤宇 北京化工大学

102 王曼茹 东北大学

103 王梦琦 中央财经大学

104 王姝懿 云南大学

105 王思源 中国人民大学

106 王祥婧 中央民族大学

107 王欣然 辽宁大学

108 王彦文 西南交通大学

109 王逸菲 武汉理工大学

110 王钰 东北林业大学

111 王则天 华东理工大学

112 王哲涵 南京农业大学

113 韦彦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14 吴孟颖 西南交通大学

115 武天琪 中南大学

116 肖丹妮 东南大学

117 肖江林 华东师范大学

118 谢紫香 中山大学

119 熊文熙 河海大学

120 徐嘉俐 中国人民大学

121 徐嘉欣 华东理工大学



122 徐睿滢 四川大学

123 徐紫涵 中国农业大学

124 闫铭轩 华中师范大学

125 闫紫钰 西北大学

126 晏永安 重庆大学

127 杨佳华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128 杨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29 杨清怡 四川大学

130 杨璇 河海大学

131 杨雨婕 华中科技大学

132 游雅然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133 于航 山东大学

134 于竞男 湖南大学

135 于晴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36 袁倩倩 中国农业大学

137 张蓝方 北京体育大学

138 张明宇 重庆大学

139 张恬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40 张晓瑜 中国政法大学

141 张心怡 中央民族大学

142 张欣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43 张亚晓 华中农业大学

144 张宇薇 中央财经大学

145 张钰琪 暨南大学

146 张芸嘉 华中师范大学

147 张子辰 南开大学

148 赵楷雯 中国农业大学

149 赵英媛 中央民族大学

150 赵雨婷 四川大学

151 钟康淇 华南理工大学

152 钟峥云 大连理工大学

153 周佳逸 湖南大学

154 周玮佳 西安交通大学

155 周雅萱 东北大学

156 朱耘莹 北京科技大学

1 曹凡阳 湖南师范大学

2 曹慧红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3 曹邈藐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4 曹影 哈尔滨工程大学

5 曹雨帆 海南大学

申请方向：社会工作硕士（MSW）



6 陈佳 四川农业大学

7 陈楠 山西大学

8 陈思颖 首都师范大学

9 陈思雨 四川农业大学

10 陈紫萱 四川大学

11 董子怡 华中师范大学

12 杜子凡 江南大学

13 段丽阳 首都师范大学

14 冯燕茹 内蒙古大学

15 付文颖 吉林大学

16 甘婷婷 中华女子学院

17 甘雨 南京邮电大学

18 高绮悦 云南大学

19 郭锦程 河北大学

20 郝婉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1 侯好雪 厦门大学

22 侯雅婷 安徽大学

23 侯亚琳 内蒙古大学

24 侯棕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25 胡越 苏州大学

26 黄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7 黄潇涵 内蒙古大学

28 黄逸菲 中国矿业大学

29 贾馨悦 中国农业大学

30 姜舒馨 南京理工大学

31 姜宇潇 上海大学

32 赖昊辰 华南农业大学

33 李红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34 李佳璐 安徽大学

35 李贾晋泓 南京林业大学

36 李湘 北京科技大学

37 李欣阳 郑州大学

38 李奕君 吉林大学

39 梁羽佳 中国矿业大学

40 廖梦绮 兰州大学

41 刘可欣 内蒙古大学

42 刘梦怡 大连海事大学

43 刘起 哈尔滨工程大学

44 刘心怡 中国农业大学

45 刘信飞 中央财经大学

46 刘怡然 西南交通大学



47 刘宇 华中师范大学

48 柳雅斯 武汉理工大学

49 吕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0 马士博 西南大学

51 马文桐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52 马运峰 华中农业大学

53 麦淇淇 长春理工大学

54 孟思余 中央民族大学

55 孟子诺 中华女子学院

56 穆妮热·艾斯克 尔 江南大学

57 宁薇 大连理工大学

58 欧阳心时 吉林大学

59 彭嘉乐 华中师范大学

60 亓英豪 石河子大学

61 乔一诺 哈尔滨工程大学

62 荣东升 东北农业大学

63 沈莘雨 华东师范大学

64 史雨珂 大连海事大学

65 宋宇飞 中华女子学院

66 王佳慧 山东大学

67 王艺蓉 吉林大学

68 王艺璇 江南大学

69 王驿尘 北京化工大学

70 王悦 安徽⼤学

71 王雲 中央民族大学

72 王紫依 武汉大学

73 韦文露 华中师范大学

74 魏盈东 四川农业大学

75 吴洪磊 上海大学

76 向才珊 首都师范大学

77 谢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78 谢哲 武汉理工大学

79 谢舟舟 江南大学

80 熊一虎 贵州大学

81 徐硕 南京理工大学

82 徐惟妙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83 杨楚寒 华中师范大学

84 杨孟露 吉林大学

85 杨子怡 北京科技大学

86 叶 戈 华中农业大学

87 叶露 贵州大学



88 应滨远 中华女子学院

89 张璨 华北电力大学

90 张樊 四川农业大学

91 张天赐 新疆大学

92 张雨婷 北京科技大学

93 张芸嘉 华中师范大学

94 赵春 厦门大学

95 赵家慧 北京工业大学

96 赵康 安徽大学

97 周蕊 中国农业大学

98 朱子一 郑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