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2018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公示名单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邓颖 南开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杨闰晴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孙鹏程 中山大学 金融学

宋玉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与金融

刘垣 厦门大学 金融学(中外合作办学)

赵晨辰 吉林大学 信用管理

许鹤馨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路雅涵 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

彭丽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融学

周玥含 北京交通大学 金融学

吴周楠 四川大学 金融学(双语班)

周健 中国政法大学 经济学

陈永乔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学

刘芳宁 北京大学 艺术史论

席琪婧 北京大学 法语

阿里木江·买
合木提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古研 南开大学 保险学

沈亦然 重庆大学 财务管理

黄宗敏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商务

彭晨玥 华中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王璐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工程

罗展昊 南京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苏欣园 浙江大学 金融学

李翔蕊 山东大学 经济学

陈楷民 北京大学 金融学

章逸佳 湖南大学 统计学

金桢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学

吴静颖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学

徐甜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统计学

西方经济学

王天瑜 山东大学 金融学

张皆宜 武汉大学 金融工程

王一帅 清华大学 法学

于扬 南京大学 金融学

张骞文 厦门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陈容 清华大学 工程力学

章晨昊 吉林大学 信用管理

曹阳 南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许煜川 中国人民大学 理科试验班

黎明聪 中山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戴颖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学

硕士

金融硕士

罗雪 同济大学 软件工程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翁嘉玮 厦门大学 金融学

刘心悦 清华大学 经济与金融

兰文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余欣鑫 北京大学 护理学

息荣雪 上海交通大学 应用化学(高分子)

黎一鸣 北京大学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潘镇 中央财经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郭智斌 吉林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贺鑫 北京大学 预防医学

孙哲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基地班)

刘笑桐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陆金磊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马笑天 中国人民大学 市场营销

李含 中央民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赵靖 中国人民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

时佳鑫 清华大学 车辆工程

朱凡 中山大学 金融学

彭雨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方向)

张妍 同济大学 金融学

叶珏琳 西南财经大学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龚莉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马伟恩 北京大学 物理学

郑新宇 天津大学 土木工程

高明豪 复旦大学 环境科学(环境管理方向)

于国帅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

解岩 清华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刘德明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彭玮 北京大学 朝鲜语

张贤 北京大学 会计学

李晓蒙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梁宝月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童心竹 清华大学 日语

胡茜茜 四川大学 会计学(ACCA班)

张抗抗 北京大学 金融学

申雯彬 中国人民大学 会计学

王浚栩 北京大学 朝鲜语

李婧 南开大学 保险学

何家棋 北京大学 金融学

黄宇宸 中国人民大学 会计学

彭欣 北京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周雨田 西南财经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
创新实验班)

王柄荃 北京大学 天文学

硕士 金融硕士

谌子民 华南理工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廉迪 中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曹明慧 华中科技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王嘉佳 华东师范大学 统计学

汪雨晴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弓靖 北京交通大学 金融学

王梓晴 中山大学 会计学

阚雨 北京大学 德语

周心怡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刘安蕾 武汉大学 信息安全

李柄桦 北京大学 医学实验技术

郑楠舰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曹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

黄语书 清华大学 经济学

邓欣禾 西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双语实验班)

唐语勤 中国人民大学 财务管理

王碧佳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黄子川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梁海伦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
才培养基地班)

宋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张立坤 北京大学 金融学

郭声霖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冯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方向)

曹艾瑜 天津大学 通信工程

曾攀水 中山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郑用峰 山东大学 金融学

卢伟鹏 武汉大学 金融工程

崔迪君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国际会计加拿大(中
外))

舒亚若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曹越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汪其霖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曹丝雨 清华大学 经济与金融

张翾 北京大学 会计学

周劲松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林逸雯 南京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陆佳昕 吉林大学 会计学

赵浩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学

霍迪乔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工程

赵相文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经济与管理国际化
创新人才班)

赖琳 中国政法大学 经济学

钟林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吴雨潇 四川大学 口腔医学技术

硕士 金融硕士

王家宝 上海财经大学 应用统计学(商务统计)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张梓杰 中山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韩典杉 清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史云霞 东南大学 统计学

吕俊达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经济与管理国际化
创新人才班)

彭闽 中山大学 经济学

陈熙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

宋佳倩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盛姜月 北京大学 行政管理

马心怡 厦门大学 会计学

李楚楚 中国人民大学 保险学

张恬 南开大学 金融学

高扬 山东大学 金融学

林奕鹏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国际会计加拿大(中
外))

苗慧军 北京大学 预防医学

万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特许金融分析师CFA
方向)

王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商务英语

徐一婕 北京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朱思琪 北京外国语大学 工商管理类

王珊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刘安屹 华南理工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

何松涛 中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于曦航 北京交通大学 自动化

武妍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数学与应用数学

王禹锡 北京邮电大学 应用物理学(通信基础科学)

刘晟 北京大学 化学

陈聪 中国农业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范翔宇 中国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

钱翀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李向荣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杨蓓斯 北京大学 物理学

何欣蔚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双语实验班)

刘舒阳 东南大学 土木工程

韩霄 北京大学 物理学

朱婉榕 南京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艾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学

田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学

邓浩田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黄跞览 厦门大学 经济统计学

曾大鹏 同济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杜锦超 北京大学 化学

黄力维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孟文娟 西安交通大学 英语

硕士 金融硕士

秦已舒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吴嘉亨 北京大学 俄语

蔡轩 东南大学 经济学

李奕玮 山东大学 生物技术

廖家瑞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钱学森班)

王如思 吉林大学 统计学

郭奕佶 北京大学 日语

黄天宇 北京大学 历史学

陈博闻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金融硕士

潘玢枟 中国人民大学 市场营销

姜若云 重庆大学 英语

林雪娇 厦门大学 外交学

赵冠南 山东大学 英语(英法双语)

郭倩汝 北京语言大学 英语

余卓璇 南开大学 哲学

祝艺倩 浙江工业大学 财务管理(综合实验班)

施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海关管理

王伟光 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融学

谢子晗 浙江大学 英语

梁斯盛 中山大学 经济学

蒲舒逸 中山大学 英语

孙静博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学

江东源 南京大学 英语

李雨默 北京林业大学 商务英语

武晓钰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

江冰森 北京大学 会计学

蒋凌睿 同济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邵阳 山东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田宁子 南开大学 生物科学

罗佳仪 南京师范大学 金融数学

黄天骄 中山大学 行政管理

杨涵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海关管理

陈旻 中山大学 国际政治

张惠 北京科技大学 英语

戴儡玥 北京大学 药学

赵舒婷 天津外国语大学 翻译

邹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行政管理(涉外行政管理方
向)

刘嬿 东北大学 行政管理

初亭瑶 辽宁大学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
学)(会计学(国际会计方
向))韩擎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苟华君 北京大学 护理学

孙梦玥 厦门大学
物理学类(含物理学等4个专
业)

硕士

法律硕士（非法学）

李默宇 吉林大学
汉语言文学(匡亚明文史试
验班)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谢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商务英语(国际经济法)

林子明 中山大学 哲学

李许婕 四川大学 会计学(ACCA班)

吴若昕 江苏师范大学 英语(师范)

徐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薛泽宇 东北大学 英语

王光正 辽宁大学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
学)(会计学(国际会计方
向))顾宇婷 天津财经大学 保险学

吉淳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朱梦婷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制药

苏建欣 合肥工业大学 物流管理

陆印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行政管理

赵苏婷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统计学

罗一 吉林大学 行政管理

刘子妍 西安外国语大学 金融学

杨寒玥 北京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张珂茹 中国海洋大学 化学

佟岩 山东科技大学 建筑学

黄楚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行政管理(涉外经济事务管
理方向)

陈艺中 中国海洋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王易东 北京科技大学 会计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路一凡 辽宁大学
工商管理类(中外合作办
学)(会计学)

金玉婷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

章缇萦 外交学院 法学

许灵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

王凡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

袁野 厦门大学 法学

钟华韵 武汉大学 法学

张晓艺 山东大学 法学

蒋锡春 山东大学 法学

孔荟洁 山东大学 法学

王沛晗 武汉大学 法学

娄攀 中山大学 法学

梁震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法学与英语)

黄永康 厦门大学 法学

陈曦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

郭思彤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

姚敦山 南昌大学 法学

赖飞宇 四川大学
法学(卓越法律人才计划涉
外实验班)

雷美芳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

林翰泽 武汉大学 法学

硕士

法律硕士（法学）

余芷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法律)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李柳萱 中山大学 法学

郭泽正 武汉大学 法学

还雪婷 国际关系学院 法学

蔡旻铮 暨南大学 法学

付玉婷 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

法律硕士（法学）

夏志丹 海南大学 法学

谭斯文 中国人民大学 俄语

王勇赵 同济大学 广播电视学

肖喻心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张思棋 清华大学 新闻学

李长旭 四川大学 新闻学

孙先成 北京大学 汉语言

肖苗 北京语言大学 新闻学

史圣园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新闻学+英语

周融 上海财经大学 新闻学

张颖 浙江大学 英语

张欢 厦门大学 新闻学

杨乔 中国传媒大学 广告学

佟金恒 北京大学 广播电视学

李瑞 清华大学 新闻学

张宏璟 北京大学 新闻学

王继超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杨洋 中央民族大学 新闻学

李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学

张子煜 北京师范大学 电影学

欧阳荣鑫 中国政法大学 新闻学

丁宁 兰州大学 历史学类

缪毓雪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学

郭文君 北京大学 广告学

高经纬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新闻与传播硕士

牟维苗 北京大学 世界史

廖柯 华中科技大学 药学

胡昶星 深圳大学 生物技术

鞠敏 武汉大学 化学

杨子润 中山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卿志能 华中科技大学 药学

陈家楠 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工程(基地班)

郑行 厦门大学 化学类

陈静 广西师范大学 化学

廖晓云 广西师范大学 化学

王华棋 郑州大学 药学

张文斗 西北大学 材料化学

孙亚楠 南昌大学 生物技术

硕士

化学（化学基因组学）

赵丽君 郑州大学 生物信息学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陈海灵 南方医科大学 药学

卢雨晴 海南大学 生物科学

周丹丽 华南农业大学 应用化学

刘丽君 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技术

马赵铭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应用化学

张鑫洋 广州中医药大学 制药工程

蔡尚斌 广西大学 生物工程

陈眩杰 河南大学 药物制剂

吴昱含 天津科技大学 生物工程(微生物工程)

付楠楠 郑州大学 药学

化学（化学基因组学）

胡敏强 华中农业大学 水产养殖学

王梅梅 北京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陆思敏 中山大学 旅游管理

李昕昱 武汉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王小玉 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

何震子 北京大学 天文学

罗圳英 北京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科学

黄禄丰 南方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刘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业设计

陈颖 武汉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底阳平 北京林业大学 林学

李思 厦门大学 生态学

辜婧玲 四川大学 城乡规划

干大勇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蔡佳琪 厦门大学 城乡规划

李崇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勘查技术与工程

项子源 福州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韦长传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乔瑞琳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创新实验班)

任帅 内蒙古大学 生物学(基地)

杨博文 北京工业大学 建筑学

朱丽丽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国家人才培养基
地)

罗宇航 西南交通大学 地质工程

解宇阳 云南大学 生态学

徐煖银 中央民族大学 生态学

郝柘淞 辽宁大学 旅游管理

罗荣波 北京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黄圣义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顾春霞 浙江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

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

吕童 北京林业大学 生物科学

赵佳钧 浙江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罗晓楠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阴雅雯 苏州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

硕士

力学（先进材料与力学）

蔡金桥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王涛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志 哈尔滨工业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王言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宋智博 郑州大学 材料化学

陈经伟 南昌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左昌坚 苏州大学 冶金工程

陈聪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余浩洋 东北大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齐瑞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纪君朋 大连理工大学 金属材料工程(日语强化)

宋奥野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聂志伟 大连理工大学 海洋技术

闫诗晗 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黄中垣 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班)

李益波 湖南大学 应用化学

陈哲峰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卢军良 西北大学 应用化学

李志波 华南师范大学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勷勤创
新班)

王悦懿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材料物理

江毅 北京科技大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李唐懿 南京大学 化学

陈鑫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金正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力学（先进材料与力学）

陈雯璐 清华大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吴嘉野 华南师范大学 光电子学勷勤创新班

徐涵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李成林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物理电子
技术、传感网技术方向)

梁键 中山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李一庆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宿斯凯 南方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李子璇 重庆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何建容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钟鸿 中山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祝润坤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王旭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郭琴梦 武汉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范昌辉 电子科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含光
通信与光电工程、信息显示
与黄映娜 深圳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张欣 吉林大学 信息工程

林聪 福州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谢超 中山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郭凡 北京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硕士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谢旺多 湖南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张琛 大连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曹璇 中国矿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蒋冰慧 武汉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魏琛 山东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陈旭辉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半导体化
学试验班)

谭扬 中山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曹旭刚 大连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杨纬达 中山大学 应用统计学

叶文强 东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瞿丽 重庆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李婷玉 华中科技大学 电子封装技术

黄樟伟 南昌大学 材料物理

向犇 中山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杨俊亭 安徽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艾新东 贵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霍冠廷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学
工程方向)

李俊韬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孙绍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辛彧 天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黄秋月 西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庞安琪 吉林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彭志超 南开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杨超 合肥工业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杨激文 北京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黄巍宏 中南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王小芳 福州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辛志龙 华南师范大学 材料物理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周长春 中山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杨邦 中山大学 软件工程

杨帅 电子科技大学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詹佳伟 兰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钱雯 四川大学 物联网工程

贾梦溪 中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齐格格 中央民族大学 统计学

张蒙 兰州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张敏 上海交通大学 信息安全

吴桐 天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陈英 郑州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刘嵩 海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卢智圣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琳琳 中央民族大学 自动化

顾庆华 河海大学 通信工程

硕士

计算机应用技术

潘琳 东北大学 信息安全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黄钟毅 中山大学 通信工程

王博辉 电子科技大学 网络工程

史梦楚 吉林大学 信息工程

李承远 天津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刘美含 中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锐彪 深圳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华国亮 南开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张兰清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柳军领 武汉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胜珂 长春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戴竞超 北京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敏旭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渝 中山大学 软件工程

郭孟曦 北京大学 生物科学

奉昌廷 吉林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李济洲 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孙源 北京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安全

黄硕康 中山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靳策策 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元元 西北大学 软件工程

曹蒙 华中科技大学 水利水电工程

邓钒 南方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王聪 电子科技大学 通信工程

李耿超 华南师范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陈铭涛 暨南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周煜东 中央民族大学 统计学

单学博 中山大学 软件工程

张钰莹 华南理工大学 软件工程

姬忠义 哈尔滨工业大学 信息安全

李洋 海南大学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晏玮 大连理工大学 自动化

翟云鹏 北京邮电大学 通信工程

张倩 湖南大学 物联网工程

蔡行 中山大学 软件工程

魏鹏 厦门大学 自动化

罗正丁 郑州大学 通信工程

刘杨 天津大学 通信工程

张灿 武汉大学 通信工程

李鸿鹄 海南大学 通信工程

赵万钰 上海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洪思欣 福州大学 电子信息类

简云瑞 中国矿业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硕士 计算机应用技术

韩晓 中央民族大学 统计学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张梅梅 西北大学 软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白永杰 南开大学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张玮婷 浙江大学 建筑学

季纯涵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施婉婷 上海大学 建筑学

周一慧 华南理工大学 城乡规划

马方 长安大学 城乡规划

朱建成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信息科学

赵雅静 西南交通大学 城乡规划

杨乐 武汉大学 地理国情监测

戴倩东 山东科技大学 建筑学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陈荧莹 北京大学 城乡规划

罗黎 北京林业大学 金融学

潘晓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罗婕纯一 四川大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银翼翔 中山大学 环境工程

余淑琦 中央民族大学 环境工程

陈瑶 厦门大学 环境科学

郭力瑕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陈雪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环境工程

林理量 武汉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

余玫翰 中山大学 环境工程

周琳 中山大学 环境科学

黄婉彬 厦门大学 环境科学

朱媛 北京化工大学 环境工程

杨博 华东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林晓玉 西北师范大学 环境工程

环境科学

江家豪 江苏大学 环境工程

方芳 中央民族大学 化学

钱璐 中山大学 环境工程

梁铭珅 华南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

石笑羽 四川大学 环境工程

李玫锦 大连理工大学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张雪 西南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刘昕曜 南京大学 环境科学

罗文 西南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林芳 南京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李斌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

高辉辉 安徽工业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赵梦瑶 山东大学 环境工程

乔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环境工程

陈裕鹏 湖南大学 环境工程

白倩倩 兰州大学 环境工程

硕士

环境工程

熊博文 西安交通大学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招生类型 拟录取专业 姓名 推荐学校 本科专业 备注

钟蔚 南开大学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王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产化工环境工程

苏佳 华中农业大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朱悦 北京大学 金融学

汪芯竹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张瀚文 山东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孟曹伟 南开大学 会计学

周心湖 天津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张聪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黄露莹 北京大学 艺术史论

付佳玉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王子秋 同济大学 城乡规划

袁丽莎 武汉大学 金融工程

张郦珺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吴言钰 上海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宫北辰 山东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邹建科 北京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丁楠 厦门大学 会计学

王桐 山东大学 会计学

杨鹤逸 北京大学 德语

林文斌 上海财经大学 信用管理

黄一凡 上海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张家诚 北京大学 朝鲜语

梁浩然 北京大学 国际政治

陈博川 北京大学 金融学

高寒冰 四川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

张翼 北京大学 世界史

黄琪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张穆清 北京大学 俄语

方思祖 天津大学 英语

姚睿 北京大学 俄语

硕士

企业管理

张沁 吉林大学 会计学

宋恒旭 武汉大学 金融学

黄丽灵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西方经济学

何贺敏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学

易浩聪 华中科技大学 功能材料

曹博 华中科技大学 功能材料

赵长斌 兰州大学 化学

叶耀坤 暨南大学 应用物理学

直博生

力学（先进材料与力学）

王乐涛 北京大学 材料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