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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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逸凡 9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白昊霖 95 四川大学

王颖 93 上海财经大学

黄梓博 90 中国政法大学

刘婉琴 9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姚瀚翔 89 中央财经大学

薛慕华 88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亚非 88 上海交通大学

张煦明 88 中山大学

余桂燕 85 华南理工大学

陈星伊 84 北京师范大学

姜焯瀛 84 四川大学

程蕴可 84 北京师范大学

宋耀民 84 武汉大学

魏少波 84 中央财经大学

刘羽旋 82 天津大学

颜昆 81 北京大学

安子谦 80.5 北京大学

解新元 80 北京大学

张馨心 7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郑浥晨 79 同济大学

徐榛 79 华南理工大学

刘飞 78 北京大学

刘宇宁 77 华南理工大学

高哲铭 77 南开大学

唐宁 76.5 中山大学

朱祥杰 74.5 西南财经大学

周星辰 74 上海财经大学

王晓耕 70 南开大学

张亚楠 7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苏念悠 70 吉林大学

金融硕士

杨刈非 96.5 北京外国语大学

范泽宇 96 西安交通大学

李倩倩 96 厦门大学

陈洪淼 95.5 清华大学

程勤 95 北京大学

冯烯 95 北京大学

樊东来 95 天津大学

程垚 95 北京大学

秦姝言 95 北京大学

李思源 94 北京理工大学

李少坤 94 厦门大学



金融硕士

唐赫 94 四川大学

陆海畅 94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一凡 94 西南财经大学

丁奕升 94 吉林大学

王锐 94 北京大学

万世龙 93 中国人民大学

刘东辰 93 南开大学

姚添泽 92 北京师范大学

郭嘉凝 92 武汉大学

康一康 92 中国人民大学

王子萱 91 武汉大学

朱博文 90 中国农业大学

王鑫 90 北京交通大学

王梓旭 90 南开大学

全威霖 89.5 西南财经大学

周碧莹 89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孙鹏淳 89 北京大学

樊宸君 89 四川大学

杨雅茹 88.5 中山大学

江玉栋 88.5 厦门大学

陈江娜 88 北京大学

阿合米尔·阿布都

马那甫
88 北京大学

李远哲 88 北京大学

邢芳榕 88 北京大学

史佳 88 北京大学

李泽轩 88 中国人民大学

李坤骏 88 北京大学

王胤雄 87 东南大学

祝泽润 87 厦门大学

钮渤允 87 南开大学

吴嘉敏 87 上海财经大学

李中天 87 西南财经大学

李鹭 87 南开大学

张聆漪 87 西南财经大学

肖钰琪 87 南方科技大学

张逸 87 同济大学

偶妙琦 87 上海财经大学

范莹瑭 86.5 北京师范大学

王梦圆 86.5 中国人民大学

李泳珺 86.5 华南理工大学

刘宇 86.5 中央财经大学

冉珂雨 86 北京大学

郭欣洁 86 天津大学

张齐林 86 北京交通大学

陈泓宇 85.5 西南财经大学

陈玥彤 85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硕士

袁慧 85 四川大学

白文暄 85 中央财经大学

王书凝 85 辽宁大学

黄涵宇 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乐康 8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暄 84.5 中山大学

董洁阳 84 华南理工大学

蒋沛珊 8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肖哲坤 84 兰州大学

孙楠 84 同济大学

李一珂 84 上海财经大学

李博阳 84 同济大学

杨楚秦 84 武汉大学

黄进南 83 同济大学

刘晓乐 83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刘欣雨 83 南开大学

谭泽颖 83 同济大学

张歆宜 83 北京交通大学

蔡雨馨 82 北京交通大学

胡芬 82 北京师范大学

陈龙 82 北京大学

王学娟 81 山东大学

郭傲雪 81 北京大学

刘畅 80.5 北京大学

唐连务 80.5 北京大学

张元哲 80.5 北京大学

周一鸣 80.5 清华大学

陈昱 80 北京大学

高源 80 北京大学

董峻玮 80 北京大学

矫静浩 80 北京大学

张雅茜 80 北京大学

袁诗博 80 北京大学

沈忆楠 79 北京交通大学

邹旭媛 79 中央财经大学

王佳睿 79 中央财经大学

金璐 79 四川大学

方颢颖 79 中央财经大学

赵明洋 79 中国海洋大学

郭奕暄 79 中国人民大学

董星辰 79 厦门大学

王泓开 79 中国海洋大学

黄仲文 78 大连海事大学

王镜人 78 厦门大学

郭润凡 78 四川大学

林紫依 78 中央财经大学

胡可 78 武汉大学



金融硕士

郝齐锐 77.5 武汉大学

张育铭 77.5 北京大学

周恩泽 77 中山大学

方心渡 74 清华大学

张晓艳 74 北京大学

李欣怡 74 清华大学

王霖 74 北京大学

郑毅喆 74 清华大学

王浩名 73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志辉 73 南开大学

王佳宇 73 吉林大学

陈沛阳 73 南开大学

李书凝 72 中央财经大学

李炼 72 中央财经大学

龚嘉欣 70 上海财经大学

刘秋辉 70 重庆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尹馨宜 98.8 国际关系学院

何梓萱 95.4 北京大学

王峻哲 95.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罗涵雨 95 厦门大学

汤越 95 复旦大学

李成浩 94 中国人民大学

刘政 93.8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智怡 93.8 北京语言大学

曹乃璇 93.6 中国政法大学

丁畅 93.6 四川大学

李嘉昊 93.4 南开大学

王岑 93.2 北京大学

李介然 93 北京大学

钱思璇 93 中国人民大学

叶笛羽 93 吉林大学

朱红 92.8 吉林大学

王雨菡 92.8 北京大学

黄琳涵 92.4 电子科技大学

江来 92 中国传媒大学

陈梦琪 92 西南财经大学

黎柯均 92 北京外国语大学

肖子杰 91.8 电子科技大学

曹慧敏 91.8 山东大学

彭心怡 91.8 中国政法大学

肖锦岚 91.6 北京师范大学

武麟 91.4 中央民族大学

季懿宁 91.2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宇辰 91.2 北京大学

张静宜 91 西南财经大学

崔博雄 91 北京大学

温明珠 9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孟昕然 90.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超群 90.8 山东大学

陈喆 90.8 中国人民大学

罗思颖 90.6 上海外国语大学

饶家丞 90.6 浙江大学

李雅馨 90.6 华中科技大学

张佳宁 90.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彦瑞 90.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詹壁瑶 9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罗森瀚 90.2 中山大学

徐子开 90.2 北京大学

费钰婷 90 中山大学

虞荟楠 90 复旦大学

王鸿娇 90 北京大学

陈卓 90 四川大学

杨心怡 89.8 上海外国语大学

胡娜 89.8 中国人民大学

叶子昕 89.8 河海大学

王礼婧 89.6 武汉大学

耿广瑞 89.6 山东大学

吴英杰 89.6 上海大学

杨素素 89.6 北京大学

舒熙 89.6 同济大学

杨红日 89.4 吉林大学

鲁润泽 89.4 上海交通大学

黄喆 89.4 北京大学

张靖涵 89.4 北京大学

吴佳煦 89.4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可 89.2 山东大学

胡子文 89 安徽大学

郑可文 88.8 中山大学

岳子瑶 88.7 中国政法大学

魏天舒 88.6 四川大学

闵逢元 88.5 同济大学

罗泽林 88.46 中山大学

蔡尧田 88.44 山东大学

王紫辰 88.42 厦门大学

陈如玥 88.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符凯欣 88 南开大学

冯池 87.5 上海外国语大学

侯依杨 87.48 北京大学

张俊逸 85.18 北京大学

法律硕士（法学）

王舒 94.8 西南政法大学

彭俊凯 93 华北理工大学

计楠君 91.6 天津大学

田雨晴 91.6 北京邮电大学

张邓春 91.2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律硕士（法学）

黄书颜 90.8 北京师范大学

陈欣园 90.6 上海财经大学

林俊杰 90.4 中国政法大学

曾若汐 90.4 西南政法大学

叶田振 90.2 延边大学

刘雯佳 90.2 西安交通大学

刘可心 90 山东大学

李雪晨 90 吉林大学

黄镇海 90 西南政法大学

刘泓妍 90 南开大学

刘涛 89.8 西南交通大学

王康妮 89.6 西南财经大学

姚于凡 89.4 深圳大学

徐辉 88.8 四川大学

王苗苗 88.6 南昌大学

谢盛枫 88.4 厦门大学

黄乐然 88.2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瑞雪 88.24 电子科技大学

朱哿 88.22 云南大学

张欣月 87.2 吉林大学

周佳艺 87 北京科技大学

徐千雅 85.6 浙江工商大学

新闻与传播硕士

戴嘉雯 95.5 北京大学

赵玉茹 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溢 94 北京师范大学

颜宇琛 9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荷月 93 北京大学

谭添慧 87 北京交通大学

周宇禧 87 中山大学

陈舒睿 86.5 中国人民大学

蔡佳莹 80 厦门大学

王江珹 79 中国海洋大学

刘宇辰 79 中央财经大学

陈嘉柔 78 中山大学

李绮雪 78 中山大学

李健一 7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

）

尤怡靖 92.2 华东师范大学

郑子艺 90.6 福建师范大学

李凯昕 90.2 北京师范大学

黄黛菲 90 武汉大学

张子慧 90 浙江大学

魏兴鹏 90 大连理工大学

夏泰然 89.9 北京交通大学

沈丛育 89.8 兰州大学

兰岚 89.6 北京大学

李嘉颖 89.6 四川大学

杨艺潇 89.6 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

）

雷馨雨 89.5 北京大学

李兆祥 89.2 同济大学

李博洋 89 武汉大学

韩颂 89 西北大学

闫帅晨 88.9 武汉大学

杨欣怡 88.8 东北林业大学

唐辉 88.4 中国农业大学

黄诺贤 88.2 中山大学

石涛 88.1 中央财经大学

余梦晨 88 吉林大学

郑瑶瑶 88 杭州师范大学

汪祎 87.6 清华大学

崔怡欣 87.6 北京交通大学

段司南 87.4 四川大学

杨思正 87.2 中山大学

胡班韶 86.6 中国农业大学

张政 86.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高畅 86.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何沐桐 85.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陈仁杰 83.8 华中农业大学

王诚劼 80.6 北京大学

陈国萍 80.2 南方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徐强 99.4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鞠姗姗 99.4 北京工业大学

江楠 99 吉林大学

朱健彰 98.8 北京科技大学

张雨 98.6 东北大学

曾淘 98.2 湘潭大学

郭昕宇 98 四川大学

骆雨曦 97.2 上海交通大学

汤诗奕 97 四川大学

曹书瀚 96.6 北京化工大学

高肖雨 96.2 同济大学

张虎 95.6 电子科技大学

孙富昌 95.5 武汉工程大学

马滢 94.4 兰州大学

姜欣 92.1 郑州大学

谢启明 91.8 华南师范大学

王宁 91.3 东北大学

杨欣哲 90.7 厦门大学

詹忞之 90.5 武汉大学

杨宏凯 90.4 武汉大学

王浩亮 90.2 四川大学

丁浩文 89.2 吉林大学

吕林朋 88.8 四川大学

吴光银 88 厦门大学

乔新宇 87.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材料物理与化学

孙常发 85.6 山东大学

王晓虎 83.8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杜宇豪 83.2 中山大学

马梓淇 82.8 东北大学

朱美美 81.7 武汉大学

许鹏飞 80.7 厦门大学

金国彪 79.2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王瑾瑜 92.5 合肥工业大学

张斯鑫 92 东南大学

任远 91.6 吉林大学

陈嘉蔚 91.2 中山大学

杨永胜 91.2 宁波大学

宋祥杰 91.2 天津大学

吴攸 91 华南师范大学

李雪晴 90.8 天津大学

许艺铧 90.8 南昌大学

覃澈 90.67 中山大学

郭凡 90.6 中国农业大学

胡润东 90.5 华南理工大学

许柏城 90.5 华南理工大学

蒲俊丞 90.5 同济大学

王明格 90.4 西北大学

孙渊博 90.4 山东大学

郑志炜 90 南昌大学

谭小宏 89.83 上海大学

徐静怡 89.4 南昌大学

胡皓文 89.4 西北工业大学

李创锴 89.4 华南师范大学

廖晓燕 89.4 华南师范大学

沈聪 88.8 兰州大学

黄天灵 88.6 大连理工大学

纪宁 8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胡然 88 北京理工大学

艾晨阳 87.83 重庆邮电大学

朱宇轩 87.8 南京理工大学

祝海洋 87.6 东北大学

赵佳佳 87.6 华南师范大学

李嘉怡 87.4 东南大学

赵乐川 86.6 华南理工大学

刘晃佰 86.2 合肥工业大学

石上阳 85.6 海南大学

赵丹丹 85.6 南京理工大学

王洁 85.33 河南大学

周圣杰 84.4 南方科技大学

杨焕 83.6 深圳大学

黄志杰 82.33 深圳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郭钦 91.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瞿博文 91.4 华中科技大学

谭淑敏 91.4 北京大学

辛林炫 91.4 武汉大学

吕嘉庆 91.4 大连理工大学

杨傲 91.4 华中科技大学

杨存典 91.2 中南大学

郭沛妮 91 上海大学

高华辰 91 山东大学

马千焜 91 四川大学

梁虹 91 湖南大学

岳东旭 91 吉林大学

朱蕾 91 中山大学

李鸿翔 91 四川农业大学

李玮琦 90.8 同济大学

许王泽 90.8 四川大学

栗源 90.8 国防科技大学

张劲东 90.8 同济大学

王珺 90.6 复旦大学

张轩宇 90 天津大学

郭怡琳 90 四川大学

李杭禹 89 北京理工大学

李武扬 88.2 大连理工大学

邰浩轩 87.6 电子科技大学

程旭欣 87.4 大连理工大学

朱志宏 87.4 上海大学

张瀚文 87 中山大学

李玉玺 8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冯璐磊 86.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国权 86.8 合肥工业大学

姚子裕 86.8 南京师范大学

程福源 86.8 天津工业大学

文柯力 86.8 武汉大学

贾明达 86.8 北京邮电大学

樊锐佳 86.8 湖南大学

王宇 86.6 吉林大学

裴欣源 86.6 北京邮电大学

王茜 86.6 四川大学

刘晓航 86.4 大连理工大学

沈诗禾 86.4 北京大学

牟星名 86.4 北京大学

乔雅 86.4 吉林大学

李佳欣 86.2 华中科技大学

张祎坤 86 大连理工大学

苏宇欣 8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静书 84 大连理工大学

王广烁 83.8 中山大学

于智涵 83.6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

卢珊 92.8 天津大学

王心宇 91.6 北京师范大学

索钒予 91.2 北京大学

许天云 90.6 厦门大学

王志 90.2 中南大学

刘侍奇 89.2 东北农业大学

欧阳一鸣 89 中山大学

王碧璇 88.8 东北农业大学

李征宇 88.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宣鹏 87.4 中国矿业大学

张雨菲 77.8 西南财经大学

王宝英 70.4 武汉大学

环境工程

杜文冉 95.6 北京交通大学

田煜程 94.6 华南理工大学

黄芷珊 91.6 华南理工大学

安梦阳 91.4 河南大学

黄可 91.4 四川农业大学

伍晓薇 91 中山大学

朱媛媛 90.8 安徽农业大学

吴笑仪 90.6 北京林业大学

邓小茜 89.6 沈阳工业大学

罗子凡 89.4 北京师范大学

郜真 89 天津大学

张黎 89 南昌大学

罗文轩 89 中山大学

张淑婕 88 北京大学

叶卓幸 88 华南师范大学

周俣彤 87 北京林业大学

胡滢冰 86.8 南昌大学

曲玉馨 86.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

孙安琪 95 北京大学

刘佳明 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赵诗濡 94 北京大学

应妲珂 93 浙江大学

周心宇 87 西南财经大学

赵天烁 86.5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灿 86.5 南京大学

赵昭 86.5 山东大学

杨雨涵 86 西南财经大学

殷敏越 86 华中科技大学

闫静雅 86 中山大学

谭伊丽 86 山东大学

刘倩柔 85 中山大学

李嘉豪 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廖思雨 84 北京大学

杨炎韬 84 北京大学

吴加琪 83 北京大学



企业管理

董诗琪 80 清华大学

栾琬婷 79 北京大学

肖燊骏 78 同济大学

陈佳琪 78 山东大学

陈锦荣 78 武汉大学

郭安捷 73 四川大学

陈凯 72 山东大学

戴奕飞 71 华南理工大学

陈宇航 69 上海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