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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学号 姓名 专业名称

1 哲学院 2120181771 高萌 逻辑学

2 哲学院 2120181776 张琦 逻辑学

3 哲学院 2120181752 杨瑞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

4 哲学院 2120181786 郑国悦 宗教学

5 经济学院 2120182615 张宇 世界经济

6 金融发展研究院 2120183198 周祥星 金融工程

7 法学院 2120191876 李雕 民商法学

8 法学院 2120181971 李程锦 国际法学

9 法学院 2120191872 伏梦迪 刑法学

10 法学院 2120191869 吕正义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11 法学院 2120191902 贾立甲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2 法学院 2120191893 顾丹丹 经济法学

13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113 高雨佳 城市发展与管理

14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007 刘亚强 政治学理论

15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6081 郑孝善 政治学理论

16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009 邱迪雅 政治学理论

17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094 闫玖玖 行政管理

18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071 王泽滈 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

19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010 孙月 政治学理论

20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096 赵紫懿 行政管理

21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120192088 黄雅卓 行政管理

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0182311 范玉豪 党的建设

23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0182257 梁璐慧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24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0182272 李文智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0182279 张静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6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0182303 朱钧镁 思想政治教育

2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20182276 许凯瑞 思想政治教育

28 汉语言文化学院 2120181493 盛一铭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29 外国语学院 2120181796 赫丹云 英语语言文学

30 外国语学院 2120181842 闫璐 日语语言文学

31 外国语学院 2120181806 杨艾苒 英语语言文学

32 外国语学院 2120181794 顾莫羽 英语语言文学

33 外国语学院 2120181848 崔思涵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34 历史学院 2120181699 张斌 中国史

35 历史学院 2120181701 张玉梦 中国史

36 历史学院 2120181715 冯可馨 世界史

37 历史学院 2120181691 郄昊谦 中国史

38 历史学院 2120181686 贾恺瑞 中国史

39 历史学院 2120181687 李卓 中国史

40 日本研究院 2120183221 王宁 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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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学号 姓名 专业名称

42 物理科学学院 2120180176 周娅玲 凝聚态物理

43 物理科学学院 2120180160 王瑞 凝聚态物理

44 物理科学学院 2120180135 郭宜彤 理论物理

45 物理科学学院 2120180180 胡月 光学

46 物理科学学院 2120180167 周天寒 凝聚态物理

47 物理科学学院 2120180193 陈嘉鑫 光学

41 泰达应用物理研究院 2120180224 黄荣 光学

48 泰达生物技术研究院 2120180234 白晶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4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982 冯丹 材料学

5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970 王巍 材料物理与化学

51 医学院 2120181342 李晓琳 生理学

52 医学院 2120181344 刘思颍 生理学

53 医学院 2120181358 李想 生理学

54 医学院 2120181350 王文浩 生理学

55 旅游与服务学院 2120193021 高澜菲 旅游管理

56 商学院 2120192817 李玉沁 会计学

57 商学院 2120192851 李依然 企业管理

58 商学院 2120192830 宋捷 企业管理

59 商学院 2120192845 范翠平 企业管理

60 商学院 2120192887 史雨欣 公司治理

61 商学院 2120192788 孙丫杰 管理科学与工程

62 商学院 2120192811 张怡然 会计学

63 商学院 2120192836 薛冰 企业管理

64 商学院 2120192838 运明娇 企业管理

65 商学院 2120192789 吴亚坤 管理科学与工程

66 商学院 2120192841 张梓琳 企业管理

67 商学院 2120192905 闫晓飞 图书馆学

68 商学院 2120192823 苏丹 会计学

69 文学院 2120181537 张桂玲 汉语言文字学

70 文学院 2120181554 杨子赟 中国古代文学

71 文学院 2120191530 刘桓志 设计学

72 文学院 2120181542 朱彤昕 汉语言文字学

73 文学院 2120181574 付甜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74 文学院 2120181556 刘圆婧 中国古代文学

75 文学院 2120191505 刘畅 新闻学

76 文学院 2120181535 孙停停 汉语言文字学

77 文学院 2120171474 周思妤 文艺学

78 化学学院 2120180843 韩嘉新 物理化学

79 化学学院 2120180780 曾天龙 有机化学

80 化学学院 2120180773 刘畅 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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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化学学院 2120180817 周大海 有机化学

82 化学学院 2120180797 孟晓聪 有机化学

83 化学学院 2120180832 王丹 有机化学

84 化学学院 2120180745 刘欢欢 无机化学

85 化学学院 2120180772 侯玉杰 分析化学

86 化学学院 2120180883 吕广伟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87 化学学院 2120180814 张枭 有机化学

88 化学学院 2120180860 赵硕 物理化学

8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583 汪如月 生态学

9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582 李彦雨 生态学

9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628 徐勇 环境工程

9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631 张杨帆 环境工程

9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602 尹君 环境科学

9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592 董凤凤 环境科学

9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120180580 杜林蔚 生态学

96 数学科学学院 2120180031 李梦园 基础数学

97 数学科学学院 2120180072 冯慧雪 生物信息学

98 数学科学学院 2120180037 徐富民 计算数学

99 数学科学学院 2120180032 童川 基础数学

100 数学科学学院 2120180041 陈阳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01 数学科学学院 2120180075 阎守钫 生物信息学

102 陈省身数学研究所 2120180006 安国林 基础数学

6月批次申请答辩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437人，另有实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

论文全部平台评审的学院（金融学院、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与光

学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药学院）学术型硕士生 344人，共 446人论文须上传平台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