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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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万琦 93 华中科技大学

辛宇正 93 中央财经大学

金齐瑞 93 中央财经大学

徐博雅 92 中央财经大学

辛心仪 92 西南财经大学

毕斯源 92 北京大学

黄泓岚 91 中山大学

谢初旖 88.5 厦门大学

熊天成 87.5 大连理工大学

罗康熙 87.5 西南财经大学

王陈馨 8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邹旭 86.5 武汉大学

肖伊彤 86.5 中山大学

吕妍欣 86.5 武汉大学

王思睿 86.5 南京大学

马世昌 86 武汉大学

卢俊宁 85.5 哈尔滨工业大学

耿雪晨 85.5 天津大学

王天乐 84.5 兰州大学

钟凯桦 84 中央财经大学

林继超 83 厦门大学

夏振喻 80.5 大连理工大学

严栋 80.5 中山大学

李文卓 80.5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玥青 80.5 北京师范大学

林柏韬 80 上海财经大学

康圳 80 中山大学

刘思懋 80 中山大学

黄赞 80 中山大学

唐宇新 80 中央财经大学

王轲 80 浙江大学

马明瑞 79.5 北京大学

张雨涵 79 山东大学

吕亦斐 77.5 厦门大学

金融硕士

李宇辉 95 北京大学

梁颢曦 95 中国人民大学

邹景成 95 北京大学

马思怡 95 北京大学

焦娆 94 清华大学

龚莎涵 94 中国人民大学

耿晨希 94 北京大学

曾佳怡 94 天津大学



金融硕士

黄政 9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骏 94 四川大学

田天戈 93 哈尔滨工业大学

袁睿婷 9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曹佳益 93 上海财经大学

朱雨孜 93 北京师范大学

岳璟旸 93 复旦大学

邓廷钦 9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宋维浩 93 浙江大学

刘航绮 92 上海财经大学

仇泰旭 9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梁朝越 92 厦门大学

蔡铠丞 92 中山大学

黄滨郦 92 北京大学

李果 92 北京师范大学

吴泽松 92 厦门大学

龙垣桥 92 四川大学

彭予佳 9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熊星玥 92 清华大学

肖梓婷 92 四川大学

陈静茹 91 北京大学

李雪彬 91 北京大学

邓国翾 91 中国人民大学

朱嘉骏 91 清华大学

张会倩 91 北京大学

欧慧婷 91 清华大学

闫旭 91 武汉大学

李燕婷 91 中央财经大学

商周 91 浙江大学

牛奕彤 90 西安交通大学

宁小群 90 同济大学

杨丹 90 北京大学

熊子超 90 武汉大学

孙可昕 89.5 中央财经大学

朱雯菲 89 中央财经大学

徐本 89 电子科技大学

谭涵秋 89 西南财经大学

庄楷滨 88.5 四川大学

黎健佳 88.5 中国人民大学

李佳雯 88 东南大学

伍彦颖 87.5 厦门大学

黄宇清 87.5 四川大学

何梁瑾 87.5 中山大学

李文盛 87.5 同济大学

方相中 87.5 北京大学

李佳南 87.5 清华大学

钱冠琦 87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李爽 86.5 北京大学

段思羽 86.5 北京大学

陈泽仁 86.5 清华大学

王方瞳 86.5 北京大学

姚婕 86.5 北京师范大学

姜瀚珺 86.5 中央财经大学

王炳杰 86 华中科技大学

李志豪 86 武汉大学

徐雨萌 86 中国农业大学

戈瑞阳 86 四川大学

李畅 86 南京大学

陈睿怡 86 湖南大学

何艺彤 86 中山大学

姚瑶 85.5 山东大学

马双唯 85.5 北京大学

刘涛 85.5 北京大学

杨慧敏 85.5 北京大学

魏圣柯 85.5 浙江大学

张欣慧 85.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施孟龙 85.5 南开大学

戴麟沣 85 同济大学

杨晓涵 85 华中科技大学

赵哲民 85 北京大学

夏海邃 85 吉林大学

程雷 85 浙江大学

王焜昀 85 北京大学

丁颖 85 中国人民大学

易程 85 同济大学

秦宇航 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贾琼 84.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吴书健 84.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绍玺 84.5 西南财经大学

王博言 84.5 中国人民大学

杨恒诣 84.5 东北大学

陈卓彤 84.5 华南理工大学

周新雨 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谢文可 84 西南财经大学

胡隽瑶 84 中央财经大学

李思佳 84 中国人民大学

张琳 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诗懿 84 中国人民大学

姚烨斓 83.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张萌 8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思彤 83 中山大学

王宇藤 83 中国人民大学

张宇扬 82.5 西南财经大学

潘康裕 82 厦门大学



金融硕士

王毓嵘 82 北京交通大学

徐搏跃 81 中山大学

张靖雯 81 中山大学

沈乐佳 81 中山大学

曲星晨 80.5 北京大学

薛雨婷 80 天津大学

王奥成 8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昊天 80 西南财经大学

黄浩杨 80 天津大学

刘泉 80 北京科技大学

薛瑾泓 80 华东师范大学

李航宇 80 同济大学

石泰来 80 中南大学

李嘉琛 80 山东大学

陈琳 79.5 北京大学

陈奕潮 79.5 南开大学

李雪晴 79.5 吉林大学

石鹏业 79.5 天津大学

羊宏贵 79.5 电子科技大学

丁林韵 79 上海财经大学

马凡媛 77 清华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王茜 95.41 上海交通大学

张叶烨 92.56 浙江大学

颜颖珊 91.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杨雅涵 91.59 中山大学

文红黎 91.54 哈尔滨工业大学

冯嘉硕 91.13 南开大学

何艾迪 91.11 上海交通大学

姜晨 91.11 吉林大学

周子恒 90.7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凯宁 90.33 复旦大学

杨卿妃 90.25 同济大学

龚浏权 90.17 同济大学

陈泽昊 89.89 南京农业大学

林宏伟 89.85 浙江大学

邵颖琦 89.73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新颖 89.47 山东大学

邹东霖 89.1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何汛 88.6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郭晓琪 88.64 北京理工大学

姚睿阳 88.45 中国传媒大学

王雨霖 88.4 清华大学

刘海玥 88.27 上海外国语大学

冯雨萱 88.2 大连海事大学

康弘 88.05 华中科技大学

严榕晨 88.0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赵雨婷 87.9 南开大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

曾诗慧 87.88 中山大学

李江卓 87.78 中国农业大学

张崇凌 87.7 武汉大学

张都 87.67 西北工业大学

何家欣 87.42 东华大学

吴子奇 87.29 清华大学

方楚乔 87.27 合肥工业大学

杨雅文 87.21 天津外国语大学

董明月 87.1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宇晴 87.16 武汉大学

葛瑞 87.13 清华大学

王唯一 87.04 四川大学

刘姝言 86.99 南开大学

肖芷玥 86.98 东北大学

李昕蓉 86.69 中国政法大学

杨子欣 86.59 厦门大学

宋捷 86.43 华中科技大学

郭秋栾 86.09 南京大学

季欣蓉 85.87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安娜 85.71 南昌大学

张珊 85.54 中央财经大学

黄祎曼 85.53 北京大学

李知遥 85.4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思涵 85.47 中山大学

况海昀 85.36 中国政法大学

马宸 85.35 北京大学

王宏宇 85.33 北京大学

周可怡 85 中央财经大学

张文欣 84.9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灵琳 84.86 中国政法大学

蔡璐淇 84.79 中山大学

吴雨珊 84.68 东北财经大学

贾心怡 84.36 东北大学

鲁新艺 84.35 华东政法大学

朱桐 84.17 浙江大学

温家琪 83.39 中山大学

马尧 83.21 南开大学

王晓桐 82.99 北京大学

李丰邑 82.87 西南交通大学

汪广俊 82.75 北京大学

杨睿杰 82.5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于靖禾 82.57 外交学院

马卓远 82.45 北京林业大学

叶海娟 81.82 华中科技大学

邓晋武 81.01 北京大学

吴雨桐 79.11 东北财经大学

法律硕士（法学） 谢佳琪 92.82 山西财经大学



法律硕士（法学）

胡佳瑶 92.8 华东理工大学

刘玉婷 91.8 华南理工大学

邹楚燕 90.87 武汉大学

汤璐瑒 90.84 安徽大学

罗彬月 88.79 中国政法大学

李玥 88.39 山东大学

邵子恒 88.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胡晨曦 88.23 吉林大学

周子帆 87.83 上海大学

程梽炜 87.33 山东大学

周庭宇 87.27 南京师范大学

李若瑜 86.84 天津大学

王子嘉 86.62 北京化工大学

王诗宇 86.6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刘严木 86.41 四川大学

李经瀚 86.25 深圳大学

燕然 85.9 吉林大学

林可瑜 85.64 吉林大学

柳嫄 85.36 大连海事大学

杨宇蝶 84.85 四川大学

印晓欣 83.66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瑾 83.5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安子怡 83.0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孙袁缘 82.98 西北师范大学

江承泽 82.29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新闻与传播硕士

刘雨青 95 北京大学

李思尧 93 同济大学

冷思言 93 四川大学

周泓杰 93 中国人民大学

欧阳文昕 89 复旦大学

林祉祎 88 武汉大学

丁泽越 88 中央财经大学

淮诗雅 86.5 天津大学

冯一萌 86.5 同济大学

黄宇轩 85.5 北京大学

吴彤 85 北京大学

缪以恒 84.5 中国传媒大学

傅婧雯 82 华南理工大学

亓珂 80.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侯冰清 80.5 南开大学

许海欣 80.5 中山大学

徐世明 79.5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博 79 中国传媒大学

鲍佳怡 78.5 西南财经大学

赵玉婷 77.5 北京大学

国土空间规划
文琮琮 93.5 武汉大学

王佳斌 92.8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国土空间规划

胡雨鑫 92.66 东北师范大学

徐瑞璇 92.5 中国农业大学

周靖宣 92.33 大连理工大学

任慧博 91.33 大连理工大学

王诗琪 91 北京大学

葛畅 91 武汉大学

顾嘉钰 90.66 南开大学

王成龙 90.5 武汉大学

李光磊 89.66 武汉大学

陈滢 89.5 华中农业大学

彭赵星 89.33 石河子大学

袁望博 89.16 东北农业大学

陆遥 88.83 北京大学

张杏雨 88.5 四川大学

邓稚澄 88.16 南京师范大学

徐珩 88 北京体育大学

童智超 88 南京大学

张泽儒 87.83 电子科技大学

孔维娅 87.5 华东师范大学

杨辰雨 87.33 山东大学

牛璐瑶 87.16 北京交通大学

李蕴琳 87 北京林业大学

王婧 86.66 四川大学

林泽钊 86.5 华南理工大学

陈欣缘 86.16 浙江大学

杨祎萌 86.16 武汉大学

吴欣妮 85.83 中国人民大学

刘奔腾 85.5 吉林大学

李昕书 85.16 合肥工业大学

张日玄 83.66 广西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冯时 94 山东大学

张响 93.5 东北大学

王舜禹 93.5 北京交通大学

武敏琦 92 陕西科技大学

唐颖 92 西北工业大学

孙童 91.75 吉林大学

简烁锋 91.7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崔瀛 91.75 武汉理工大学

王冰冰 91.75 中山大学

何溥 91 哈尔滨工业大学

魏天祥 91 湘潭大学

杨万顺 91 中山大学

陈丹妮 91 上海大学

吴周莹 90.5 武汉理工大学

姚文清 90 深圳大学

冯彬 87.4 华南理工大学

施昕霖 87.25 深圳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

田启民 87.2 北京林业大学

江玄思 87.1 中南大学

李函霖 87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李金典 86.5 东北大学

谢坤宸 86.2 郑州大学

蔡文炜 86.1 武汉理工大学

张馨以 86 西北工业大学

崔吉祥 85.8 郑州大学

李金琦 85.2 云南大学

郑长江 83 四川大学

曾佳汇 82.6 广西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肖璐 96.8 华中科技大学

赵祎安 96.6 大连理工大学

王之畅 96.3 东南大学

魏一凡 96.2 中央民族大学

朱斌 96 北京师范大学

李润一 95.8 四川大学

刘羽茜 95.8 同济大学

孙哲 95.6 天津大学

郭展 95.3 武汉大学

林宗莹 95.3 四川大学

徐静 95.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金拓宇 94.8 哈尔滨工业大学

陈姿君 94 山东大学

闫金博 94 东南大学

王昊峰 93.8 北京工业大学

庄先炜 93.8 浙江大学

唐涛 93.8 中南大学

王璐娜 93.7 中南大学

李书家 93.7 北京大学

林彬 93.7 四川农业大学

郭子瑜 93.4 华南理工大学

吕刘正浩 93.2 同济大学

马雨飞 93.2 西北大学

张晨昊 93.1 北京理工大学

宋永欣 92.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刘旭东 92.7 同济大学

姬一航 92.3 西安交通大学

姜沛峰 92.3 大连理工大学

唐振宇 92.2 大连理工大学

谢宇昕 92.1 电子科技大学

王之彦 91.9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盛栩涵 91.7 大连理工大学

徐晚诗 91.7 大连理工大学

郑凯予 91.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宁泓博 91.6 北京大学

李要 91.5 上海财经大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许以晴 91.5 厦门大学

梁校熙 91.4 山东大学

马艺鸣 91.4 大连理工大学

周哲恺 91.1 北京大学

许新华 90.8 中山大学

张俊武 90.8 武汉大学

郭明一 90.7 大连理工大学

包哲铭 89 东北大学

吴丘樊 88.1 大连理工大学

张植涵 88 浙江大学

杨淇雅 87.7 武汉大学

罗书卿 87 上海交通大学

张广杰 86.7 武汉大学

陈思宇 86.3 北京科技大学

环境科学

方涛 88.6 武汉大学

唐可津 88.4 中山大学

徐瑞婕 88.4 中央民族大学

鲁入愿 88.4 西南财经大学

柯雨露 88 中央财经大学

邢严文 87.8 天津大学

郭欢敏 87.6 中山大学

杨胜奥 87.4 吉林大学

张润乔 87.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郭秋岑 86.6 西南民族大学

吴一凡 85.6 北京林业大学

尚雪 84.8 太原理工大学

杨青涛 83.6 华南理工大学

邵宇铭 83.4 安徽大学

洪奕 82.4 东北农业大学

环境工程

曹怀玉 95.5 河海大学

王涛 91.7 南开大学

李昱蒙 91.5 北京林业大学

刘怡 90.7 深圳大学

赵启宇 90.7 北京化工大学

李俊杰 90.2 中山大学

赵熙瑶 89.8 海南大学

玄宁 89.7 北京大学

唐红宇 89.5 湖南大学

吴培之 89.2 中山大学

张彦丽 89 中央民族大学

刘芊一 89 辽宁大学

李若童 89 上海交通大学

刘铭义 88.8 东北林业大学

崔思涵 88.5 昆明理工大学

梁蓝月 88.3 西南大学

王泽晨 88 重庆大学

高悦皓 84 厦门大学



企业管理

谭宇轩 95 北京大学

高铭蔚 94 中国人民大学

宋薇杰 94 浙江大学

罗嘉琦 94 北京大学

庄晓晴 94 北京大学

赵泽旭 93 浙江大学

乔源 89.5 中央财经大学

左雨戈 89.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田宇 89.5 武汉大学

王嘉怡 89.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徐未希 89.5 中南大学

王思 89 同济大学

文梅 89 中山大学

陈俊豪 89 中山大学

饶司立 89 武汉大学

张思琪 8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何小可 88.5 清华大学

阮诚德 88.5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灵儿 88 北京大学

张嘉妮 86.5 北京大学

夏雨欣 84.5 山东大学

刘天宁 84.5 西南财经大学

孙永豪 84.5 中央财经大学

白耘溪 84.5 中央财经大学

李佳润 84.5 大连理工大学

靳子慧 84.5 中国人民大学

郭耀天 84 北京交通大学

胡献孔 84 天津大学

陈辰子 84 上海财经大学

徐哲淇 84 同济大学

刘怡琪 84 武汉大学

许文琛 83.5 南京大学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宋逍怡 94.4 吉林大学

何姝妍 93.6 国防科技大学

李祖昊 91 中山大学

章利成 90.8 厦门大学

张柏森 90.5 西南交通大学

钱凌霄 90.4 西北工业大学

黎桔妤 90.2 电子科技大学

刘恒毅 89.6 兰州大学

邱嘉俊 89.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赖丽娥 89.17 深圳大学

徐鑫鑫 89 兰州大学

吴泓霖 88.8 北京大学

金红 88.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黄斌雄 88.67 电子科技大学

冷文达 88.4 北京理工大学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高子豪 88 大连理工大学

陈宏博 88 兰州大学

李润楠 87.8 吉林大学

钟林峰 87 山东大学

王子安 87 北京大学

贾正哲 86.6 南方科技大学

梁朴 86.4 中国农业大学

俞昊 86.33 厦门大学

毛安欣 86.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贺厚泽 86.2 山东大学

丁易康 85.6 天津大学

操宇城 85 南昌大学

程博艺 83.4 南昌大学

萧豪盛 82.6 北京邮电大学

胡江波 81.2 南开大学

邓学翔 79.67 东北大学

谢紫昂 78 天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