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2021年深圳研究生院拟录取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公示名单

拟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 推荐学校 备注

西方经济学

赵睿恒 92 北京师范大学

陈泉村 9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永昊 91 浙江大学

王宁 90 北京林业大学

薛镕荔 89.5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陈峻标 89 北京交通大学

冯筱箬 88 厦门大学

王瑞 8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晶 86 华中科技大学

周易 85.5 中国政法大学

罗百棠 85.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沈颖 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郭琦 85 中央财经大学

佟相达 83 吉林大学

王翼阁 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欣 82 西南财经大学

勾涵润 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华星 82 北京林业大学

马素然 81.5 北京大学

何家豪 81 南京大学

张雨欣 80.5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诗秋 7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曹雅媞 78.5 浙江大学

秦伟豪 7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殷韬 78 四川大学

冉梦圆 77 北京师范大学

曾玥 76.5 北京大学

郭荣琛 76 同济大学

粟武强 7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浩宇 73 北京大学

徐建军 72 四川大学

金融硕士

钱文静 95 中山大学

郭昭清 95 北京大学

王冠 95 中山大学

吴昊雨 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董嘉璇 93 同济大学

王浩天 93 山东大学

张浩然 93 电子科技大学

黄毅宁 92 北京交通大学

李威 91 南开大学

黄馨平 90.5 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鑫磊 90 北京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雷峻玉 90 北京大学

李绮雯 90 中山大学

陈傲霜 90 天津大学

杨彦妍 89.5 中山大学

王晨宇 89.5 中央财经大学

林涵 89.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赵博涵 89.5 四川大学

冉诗瑶 89.5 南开大学

杨浩霖 89.5 南方科技大学

赵聪 89 中央财经大学

程心雨 89 中央财经大学

张琰玲 89 北京大学

马丁 89 北京大学

朱春鹏 89 上海财经大学

陈慧娴 88.5 厦门大学

吴昊 88 北京交通大学

李欣茹 8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吴小雨 8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袁振宇 8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徐舒昂 87 中央财经大学

李炳超 87 山东大学

刘倬瑶 87 吉林大学

刘腾翔 87 四川大学

陈婉晴 86.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鑫 86.5 天津大学

周清扬 86 中央财经大学

何乐为 86 北京大学

于之恒 86 北京大学

王婷 85.5 南开大学

庞金桃 85.5 北京大学

马明辉 85.5 华南理工大学

康乃琦 85.5 南开大学

陈韵 85.5 北京师范大学

施雨欣 85.5 中国人民大学

许鹏程 85.5 北京大学

张瀚文 85.5 清华大学

张韵文 85 中央财经大学

李芯 85 北京大学

李明远 85 北京大学

姚天希 85 清华大学

李涛 85 电子科技大学

韩宾洁 85 北京大学

翟恺笛 85 山东大学

李祎帆 85 清华大学

郭正煜 84.5 北京交通大学

张肖纬 84.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汪瑞佳 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李昕彤 84 西南财经大学

周蕾 84 中国人民大学

肖玉 84 中央财经大学

龚帅灵 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滢珺 84 北京师范大学

卢依雯 84 同济大学

买晴雨 83.5 武汉大学

徐业帆 83.5 南京大学

李嘉洲 83.5 中国人民大学

林文洁 83.5 厦门大学

张太立 83 北京大学

李炜杭 83 北京交通大学

高思琴 83 中央财经大学

张旭 83 西南财经大学

肖乐水 83 武汉大学

李大鹏 83 华东师范大学

方泽 83 湖南大学

钟烨东 82.5 中南大学

顾心怡 82.5 南方科技大学

周熙霖 82.5 上海财经大学

刘子瑜 82 南开大学

王怡萱 82 同济大学

卢瑜 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芊沚 82 武汉大学

易楚妍 82 中国人民大学

陈敏佳 82 南方科技大学

桂海晟 82 华中科技大学

李昕蔚 82 西南财经大学

王鹏洋 82 吉林大学

邓柳玉 82 西南财经大学

包仕涵 82 上海财经大学

张博驰 82 南开大学

吴卓群 81.5 华中科技大学

李亚芬 81.5 北京交通大学

程斌 81.5 上海交通大学

周子桐 8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叶语锐 81 北京大学

戴亚敏 81 北京邮电大学

魏嘉男 81 中国人民大学

姜波 81 南开大学

耿岱琳 81 华东师范大学

周俊松 80.5 北京大学

王宇涵 80.5 北京大学

张雨萌 80.5 南开大学

李英琪 80.5 天津大学

张雪妍 80.5 四川大学

徐珊 80.5 北京林业大学



金融硕士

黄歆然 80.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宇林 80 北京大学

邓皓文 80 北京师范大学

刘怡娜 80 中国人民大学

崔伟杰 80 北京大学

刘君瑶 80 武汉大学

王馨祺 79.5 厦门大学

吴广华 79.5 华中科技大学

郭昱江 79.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黄文韬 7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彦超 79 西南财经大学

杨依晗 7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徐阳辰 79 中国人民大学

蒲实 78.5 上海交通大学

王瑶 78 南开大学

金建潼 78 天津大学

王天铄 78 西安交通大学

韦凯烨 78 南开大学

靳雨欣 77.5 北京大学

凌卉 77 中央民族大学

陈诗雨 77 北京大学

常心馨 77 天津大学

钟艺凯 76.5 北京理工大学

彭星嘉 76.5 同济大学

刘子恒 76.5 华中科技大学

陈海旭 76.5 西安交通大学

张俊杰 76.5 南京大学

陆文祺 76 北京大学

张炳乾 76 电子科技大学

于潇斌 75.5 中央财经大学

朱晗 75.5 北京大学

骆泳岐 75 重庆大学

王柳尧 7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彭旭峰 99.25 北京师范大学

楼炜柱 98 中国政法大学

刘威 97.5 北京大学

林亨 97 中山大学

古家乐 96.5 河海大学

金辰曦 96.25 北京大学

徐臻协 96.25 西北工业大学

解焯然 96 北京师范大学

邢嘉宝 96 山东大学

王一宇 95.75 南京师范大学

李文畅 95.5 北京交通大学

周烨堃 95.25 西安外国语大学

郭梦薇 95.25 北京邮电大学

姜沁雨 95 厦门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刘健仪 95 西南政法大学

马国程 95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本正 95 中央民族大学

牛晨 95 天津外国语大学

胡文斐 95 同济大学

陈圣雨杭 94.75 北京大学

刘可馨 94.75 北京大学

涂韶轩 94.75 浙江大学

王晨 94.5 山东大学

安成龙 94.5 四川外国语大学

李想 94.25 吉林大学

蒋丽君 94.25 华东政法大学

励家琰 94.25 中山大学

陈星同 94 武汉大学

魏小乔 94 西安交通大学

石灵逍 94 北京大学

李可欣 94 厦门大学

邱婵娟 93.75 电子科技大学

李锦辉 93.7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文宇 93.5 北京大学

鲁博雅 93.5 东南大学

黄灿琦 93.25 北京大学

沈逸凡 93.25 上海外国语大学

赵丹妮 93 南京师范大学

李佳钰 93 北京大学

李晨东 93 厦门大学

王霈萱 93 厦门大学

张煜伟 92.75 中国政法大学

贺才真 92.75 华南师范大学

杨林 92.7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邵慧 92.5 四川外国语大学

罗建略 92.5 中山大学

邱辰昕 92.25 北京大学

任笑笑 92.25 中国政法大学

李彦呈 92.25 中南大学

王奕苹 92.25 中国政法大学

曾心兰 92.2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石桐 92 兰州大学

李新宇 92 郑州大学

郑文迪 92 中央财经大学

陈思锘 91.75 北京大学

毛上选 91.75 北京大学

艾颂玲 91.5 合肥工业大学

高茗萱 91.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王媛蕾 91.5 中山大学

孙颖黎 90.7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冯子雨 90.75 华东理工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安桐瑶 90.75 中国政法大学

吴晨啸 90.25 郑州大学

张姝宇 9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袁林 89.75 山东大学

王镜宇 89.5 中国政法大学

罗逸伦 89.25 南昌大学

秦思宇 89 湖南大学

苑钟允 88.5 中国人民大学

孙晨 88.25 东北财经大学

陈晓瑶 88 北京大学

蔡正年 88 东北大学

法律硕士（法学）

王邦宇 97.25 四川大学

曾宇航 97 厦门大学

李英奇 95.7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司哲源 95.5 华中科技大学

蒋金佚 95 四川大学

魏晨露 94.5 中山大学

欧阳宇航 94 西北政法大学

李安华 93.75 山东大学

顾宗文 93.2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诗凡 92.75 南京师范大学

胡曦 92 西南政法大学

王诗琦 91.75 上海财经大学

段达 91 华中师范大学

许振骁 90.75 郑州大学

蔡阳 90.75 西北政法大学

岑瑞怡 90.5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庄旭 90.5 华东政法大学

唐起玥 88.75 中国海洋大学

李琛 88.75 西南大学

于晨阳 88.5 南开大学

肖涵婷 88.25 南昌大学

朱郁文 88 西南政法大学

赵田田 87.75 北京外国语大学

龙思琦 85.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赵萌萌 84.75 郑州大学

李曼昀 83.25 华东政法大学

新闻与传播硕士

段靖宇 95 中国人民大学

谢霖瑶 91 中国传媒大学

吴瑭 87 华中科技大学

蔡煜晖 86 北京大学

葸洋洋 85.5 中国人民大学

韩舒尧 85 中国人民大学

李明圆 84 中国人民大学

王雪名 83 北京师范大学

李海东 82 北京大学

伍宇锋 82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传播硕士

马倩倩 81 清华大学

盛友又 80.5 南京大学

田宇鸿 80 吉林大学

刘姝 77.5 北京大学

李星璇 77 中国传媒大学

匡宛琼 75.5 中国传媒大学

王盛乾 75 四川大学

化学（化学基因组学）

杨颖 95 深圳大学

蔡丹杨 94.6 北京大学

胡烨弘 94.2 南方医科大学

胡雅文 94 沈阳药科大学

王菲菲 93.6 南开大学

丁树元 93.2 华东理工大学

黄思咏 92.8 中山大学

吴佳珍 92 厦门大学

张曼曼 92 山东大学

李煜荣 88.2 东北大学

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

）

刘淞月 95 四川大学

吕婷苗 94.4 北京大学

王雨润 94 武汉大学

武钰林 93.8 北京师范大学

柯梦林 93.6 华东师范大学

徐冬梅 93.3 武汉大学

张雯 93.2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琪 93 武汉大学

凌昌隆 93 武汉大学

吴秀琛 92.4 北京大学

莫潇晗 92.3 南方科技大学

袁野 91.9 东北林业大学

张韦艳 91.9 四川大学

任一帆 91.8 南京农业大学

郑萱 91.7 华中农业大学

尚小钰 91.4 厦门大学

马玥桐 91.2 北京林业大学

李想 91.2 中山大学

刘志航 90.8 中山大学

杨辉宇 90.6 中山大学

宋晓宇 90.3 深圳大学

房媛 90.2 西北工业大学

李苗苗 90.2 陕西师范大学

范雪宁 89.6 陕西师范大学

任思艺 89.6 辽宁师范大学

司子黄 89.2 兰州大学

吴雨蔚 89.1 海南大学

徐衍潇 88.7 东北师范大学

方昆健 88.2 中山大学

端木泽雨 87.6 东北林业大学



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

）

李楚鸿 87.2 四川大学

林禄杰 86.9 中国传媒大学

董慧心 81.8 华中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顾雨涵 97.48 西南交通大学

姚祥铭 97.05 东华大学

王震 94.13 宁波大学

张瑞琪 92.05 同济大学

唐雨朴 91.88 东北大学

王炳胥 91.62 江苏大学

陈隽彦 91.52 中山大学

陈思佳 91.23 郑州大学

朱珩尧 90.8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国捷 90.72 四川大学

杨大卫 89.94 西南石油大学

丁元灿 89.83 上海大学

朱闰铎 89.4 吉林大学

詹钊煌 89.3 北京大学

徐中兴 89.27 天津大学

刘星晨 89.2 北京大学

李子健 88.02 武汉理工大学

刘佳鹏 87.66 湖北大学

王月月 87.64 西南交通大学

李锦雄 87.12 华南理工大学

张昊 86.96 武汉大学

王寅超 86.28 东北大学

黄宇翔 86.07 中山大学

邹文霞 85.71 合肥工业大学

张志颖 84.95 东华大学

胡康 84.01 山东大学

曹洪宾 84 厦门大学

杨娜 73.03 厦门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张宇晗 92 中山大学

李昊 91 北京大学

邵志博 89.8 吉林大学

程俊金 89.6 吉林大学

吴锦鸿 89.2 华南师范大学

郑翰卿 89 中山大学

梁璨 88.6 北京工业大学

刘奇 88.4 北京大学

王俊伟 88.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驰昊 88.2 吉林大学

付宇哲 87.8 南方科技大学

邱睿 87.8 哈尔滨工业大学

闫卓娅 87.6 东南大学

吴方珂 87.4 云南大学

常路 87.2 哈尔滨工业大学

阙姗 87.2 中央民族大学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陈锐锋 87.2 华南师范大学

杨知雨 87.2 北京理工大学

林晨希 87 吉林大学

王晨阳 86.8 合肥工业大学

张以凝 86.6 河南大学

翟聚才 86.6 中南大学

刘云飞 86.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焱鑫 86.2 电子科技大学

黄哲 85.6 西北工业大学

王晓明 85.6 吉林大学

仇丽雯 85.4 南昌大学

尹铭岐 85.2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戴午 85.2 青海大学

李超润 84.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雷秦 84.4 湘潭大学

段新晴 84.4 武汉理工大学

王泽文 84.2 吉林大学

宋志邦 83.6 华南理工大学

王丹 83 中国农业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昊 89.8 北京大学

叶其琛 89.8 北京大学

李立天 89.6 湖南大学

潘鼎 89.6 上海交通大学

郭静文 89.6 苏州大学

祁志洋 89.6 北京理工大学

金鹏 89.6 清华大学

卢西婧 89.6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李毅萱 89.6 大连理工大学

孙上焜 89.6 中山大学

熊菲 89.6 北京邮电大学

孙雨菁 89.4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曹博文 89.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易思达 89.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陈雨红 89.4 武汉大学

王雯 89.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吴剑兵 89.4 湖南大学

陈艺航 89.4 重庆大学

杨泽涛 89.2 中山大学

赵峰 89.2 东北大学

阮洁 89.2 汕头大学

郭博菲 89.2 电子科技大学

余旺博 89.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喆 89 同济大学

蔡家伦 89 中南大学

辛逸飞 89 吉林大学

游盈萱 8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体 89 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招梓枫 89 东南大学

程鑫华 89 四川大学

秦泰 89 大连理工大学

杜金浩 88.8 中南大学

郑翰浓 88.8 华中科技大学

陈斌 88.8 北京邮电大学

宋睿 88.8 山东大学

游小舟 88.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段柏杉 88.8 电子科技大学

马子平 88.8 中南大学

柳儒杨 88.6 东南大学

翁士琛 88.6 南方科技大学

余济闻 88.6 西北工业大学

吴玉博 88.6 大连理工大学

吴政琪 88.6 东北大学

肖明瑞 88.4 武汉大学

陈星宇 88.4 西安交通大学

蒋吉 86 大连理工大学

徐陈缘 86 中国传媒大学

喻润一 85.8 北京师范大学

季帅健 85.4 天津大学

张楠 84.8 四川大学

张佳颖 84.6 北京邮电大学

吕琦 84 武汉大学

环境科学

陈烨 90.8 中山大学

吴浩然 90.8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夏晨曦 90.4 吉林大学

沈天昊 90.2 北京大学

肖方南 90 武汉大学

邓聆韬 89.4 中山大学

袁懿 89 西南财经大学

陆骏铭 89 北京大学

符楠 88.4 南京理工大学

徐振邦 88 北京大学

李志杰 87.6 南昌大学

徐茂冲 87 北京大学

姜震 86.6 北京大学

陈镕浩 86.6 广东海洋大学

魏成波 86.4 青岛科技大学

环境工程

刘栖萍 93.2 四川农业大学

陈天一 92.8 南京农业大学

蔡平桂 92.4 吉林大学

郑思晗 92.2 北京大学

孙若涵 92 中央民族大学

李少阳 91.8 兰州大学

代宇宸 91.6 华中科技大学

和书航 91.4 中央民族大学



环境工程

樊桢汇 91.4 中国人民大学

何阳 91.2 北京大学

王宏渤 9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彤 91 北京林业大学

胡锦程 91 河南大学

刘星妤 90.4 北京林业大学

卢仪蕊 90.2 广州大学

钟雨晴 90 南昌大学

岳元茂 87.2 华南理工大学

企业管理

黑若琳 92 北京大学

王笑坤 91 北京大学

汤希珍 90 浙江大学

张明睿 90 辽宁大学

李吉筝 89 西南财经大学

张宇菲 89 同济大学

张梓汐 88.5 北京大学

李源 88 吉林大学

杨羚彤 86.5 清华大学

陈羌羌 86 北京大学

郭蔚聪 85.5 北京大学

赵楠 85 北京大学

张之耀 84.5 西南财经大学

林懿心 84 南京大学

程雅涵 84 北京交通大学

陈珏如 8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冯衍 8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何心然 82 西南财经大学

宋奕璇 81 北京大学

苏铭辉 80.5 西南财经大学

王子泰 80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吴晓青 79.5 华南理工大学

管书悦 79 重庆大学

韩烁晴 79 西南财经大学

缪鑫宇 78.5 山东大学

白一涵 78 山东大学

鞠洪瑾 78 北京交通大学

李梦桐 77.5 吉林大学

林熙蔓 77 北京化工大学

李嘉栋 76 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