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2017年高校专项计划招生资格审核通过名单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省招办审核状态 学籍所在中学名称 专业
1 171005308000046 李姗珊 浙江省 审核通过 缙云中学 法学
2 171005308000051 吴芳 江西省 审核通过 兴国平川中学 法学
3 171005308000058 彭敏 贵州省 审核通过 赤水市第一中学 法学
4 171005308000074 马小苹 青海省 审核通过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法学
5 171005308000122 简小玉 重庆市 审核通过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 法学
6 171005308000163 曹建明 陕西省 审核通过 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法学
7 171005308000164 黎超群 四川省 审核通过 四川省南江县长赤中学 法学
8 171005308000201 许栋 陕西省 审核通过 富平县蓝光中学 法学
9 171005308000206 韩冰 山东省 审核通过 曹县第一中学 法学
10 171005308000292 李港伟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汝阳县实验高中 法学
11 171005308000306 李治梁 山东省 审核通过 阳信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12 171005308000329 王维迪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巨野县第一中学 法学
13 171005308000334 杨若涵 陕西省 审核通过 陕西省山阳中学 法学
14 171005308000373 徐宏伟 湖北省 审核通过 罗田县第一中学 法学
15 171005308000399 童彦斌 青海省 审核通过 大通县第六完全中学 法学
16 171005308000402 李亚茹 山东省 审核通过 金乡县第一中学 法学
17 171005308000436 于骏涛 山东省 审核通过 莱阳市第一中学 法学
18 171005308000438 魏佳坤 河南省 审核通过 夏邑县高级中学 法学
19 171005308000447 汪轩 青海省 审核通过 大通县第六完全中学 法学
20 171005308000464 高瑞芳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21 171005308000494 胡阳阳 河南省 审核通过 睢县高级中学 法学
22 171005308000532 郭浩甲 河南省 审核通过 原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23 171005308000535 杨刚刚 甘肃省 审核通过 庄浪县第一中学 法学
24 171005308000543 孙敏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商河县第一中学 法学
25 171005308000580 黄河 辽宁省 审核通过 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26 171005308000625 王娟 甘肃省 审核通过 秦安县第一中学 法学
27 171005308000638 赵辰啸 云南省 审核通过 师宗县第二中学 法学
28 171005308000678 潘婷 贵州省 审核通过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29 171005308000681 李妍琳 甘肃省 审核通过 通渭县第一中学 法学
30 171005308000695 贺占芳 青海省 审核通过 互助县民族中学 法学
31 171005308000701 彭贵玉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32 171005308000743 俞欢 湖北省 审核通过 利川市第一中学 法学
33 171005308000763 孙梦贤 河北省 审核通过 河北巨鹿中学 法学
34 171005308000764 孙瑶瑶 河南省 审核通过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35 171005308000768 薛丹飞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36 171005308000785 赵巧航 河南省 审核通过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37 171005308000791 邵子薇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单县第一中学 法学
38 171005308000793 熊仕杰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潢川县第一中学 法学
39 171005308000798 崔小梅 山东省 审核通过 齐河县第一中学 法学
40 171005308000809 李若丹 内蒙古自治区 审核通过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法学
41 171005308000814 沈燕海 青海省 审核通过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法学
42 171005308000875 何海燕 陕西省 审核通过 南郑中学 法学
43 171005308000877 胡欣汝 陕西省 审核通过 南郑中学 法学
44 171005308000898 李萍 江苏省 审核通过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法学
45 171005308000908 汪道运 安徽省 审核通过 寿县第一中学 法学
46 171005308000922 翟孟强 河南省 审核通过 上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47 171005308000936 王锦 内蒙古自治区 审核通过 准格尔旗世纪中学 法学
48 171005308000947 王文恒 四川省 审核通过 西昌市第一中学 法学
49 171005308001008 陈宏 安徽省 审核通过 金寨县第一中学 法学
50 171005308001044 李博 辽宁省 审核通过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育才高级中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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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71005308001064 李金卓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山东省莒南第一中学 法学
52 171005308001067 韩战江 河南省 审核通过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53 171005308001076 占晓红 青海省 审核通过 湟中县第一中学 法学
54 171005308001110 李嘉豪 河南省 审核通过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55 171005308001125 杨晨 江苏省 审核通过 江苏省射阳中学 法学
56 171005308001137 章晓迪 甘肃省 审核通过 古浪县第三中学 法学
57 171005308001148 郭振强 河南省 审核通过 夏邑县高级中学 法学
58 171005308001149 李小娟 湖北省 审核通过 湖北省来凤县第一中学 法学
59 171005308001167 段晓慧 安徽省 审核通过 涡阳县第一中学 法学
60 171005308001170 段慧明 安徽省 审核通过 安徽省界首市第一中学 法学
61 171005308001174 蒋兴顺 四川省 审核通过 凉山州民族中学 法学
62 171005308001204 杨天天 河北省 审核通过 河北省曲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63 171005308001215 雷雨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64 171005308001242 陶子楠 安徽省 审核通过 太和中学 法学
65 171005308001248 徐茜 江苏省 审核通过 江苏省泰兴中学 法学
66 171005308001253 冯梓霖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审核通过 广西博白县中学 法学
67 171005308001277 李艳京 甘肃省 审核通过 通渭县第一中学 法学
68 171005308001301 李港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柘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69 171005308001325 张瑞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法学
70 171005308001345 戴晖 江苏省 审核通过 江苏省泰兴中学 法学
71 171005308001350 陈薪 陕西省 审核通过 陕西省镇安中学 法学
72 171005308001387 闫晶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法学
73 171005308001396 侯府臣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汝南县高级中学 法学
74 171005308001407 徐俊峰 河南省 审核通过 宁陵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75 171005308001437 唐小云 重庆市 审核通过 重庆市巫山中学 法学
76 171005308001451 许静 山东省 审核通过 费县实验中学 法学
77 171005308001481 曾慧勤 浙江省 审核通过 浙江省开化中学 法学
78 171005308001491 韩春草 河南省 审核通过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79 171005308001537 丁焕杰 河南省 审核通过 睢县高级中学 法学
80 171005308001560 王俊雯 四川省 审核通过 冕宁中学 法学
81 171005308001573 付明慧 河南省 审核通过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82 171005308001591 姜文智 云南省 审核通过 云南省龙陵县第一中学 法学
83 171005308001620 姚观铭 江西省 审核通过 江西省万安中学 法学
84 171005308001666 邸皓宇 河北省 审核通过 河北省唐县第一中学 法学
85 171005308001674 徐锐浩 福建省 审核通过 寿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86 171005308001681 郭怀元 甘肃省 审核通过 会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87 171005308001685 邵经纬 山东省 审核通过 齐河县第一中学 法学
88 171005308001705 洪维波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法学
89 171005308001731 郭锦洲 甘肃省 审核通过 会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90 171005308001739 陈安娜 河南省 审核通过 栾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91 171005308001761 刘红利 贵州省 审核通过 金沙县第一中学 法学
92 171005308001780 李安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审核通过 沙湾县第一中学 法学
93 171005308001781 尹娇 四川省 审核通过 四川省旺苍中学 法学
94 171005308001822 艾珊珊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宁津县第一中学 法学
95 171005308001882 朱慧慧 安徽省 审核通过 颍上第二中学 法学
96 171005308001899 高琪 山东省 审核通过 山东省临朐实验中学 法学
97 171005308001920 叶侨爽 福建省 审核通过 福建省建瓯第一中学 法学
98 171005308001940 江玲红 浙江省 审核通过 浙江省丽水中学 法学
99 171005308001946 宋勤勤 山东省 审核通过 莱阳市第九中学 法学
100 171005308001958 牛含鑫 河南省 审核通过 镇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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