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政法大学2016年农村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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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就读中学名称 专业
1 161005303000016 朱燕妮 山东省 临沭县实验中学 法学
2 161005303000028 王亚山 黑龙江省 鸡东县第二中学 法学
3 161005303000039 吕悦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法学
4 161005303000051 李昊 江西省 江西省峡江中学 法学
5 161005303000060 宋丽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法学
6 161005303000070 郑振华 湖北省 利川市第一中学 法学
7 161005303000082 侯心瑶 山东省 金乡县第一中学 法学
8 161005303000086 高忠亚 安徽省 萧县实验高级中学 法学
9 161005303000087 侯明会 山东省 夏津县第一中学 法学
10 161005303000094 李浩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法学
11 161005303000096 张亭 四川省 四川省旺苍中学 法学
12 161005303000101 高瑞 江苏省 江苏省宿迁中学 法学
13 161005303000110 杨明 湖北省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高级中学 法学
14 161005303000117 刘琦 黑龙江省 东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15 161005303000123 叶蕴 江苏省 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 法学
16 161005303000137 高玉杨 吉林省 靖宇县第一中学 法学
17 161005303000176 王晨 山东省 山东省乐陵第一中学 法学
18 161005303000177 王利萍 四川省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法学
19 161005303000186 谭琪 湖南省 炎陵县第一中学 法学
20 161005303000193 宋家乐 河北省 河北易县中学 法学
21 161005303000239 许铄岩 河北省 河北望都中学 法学
22 161005303000243 王红 河北省 青龙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法学
23 161005303000245 刘浩 辽宁省 凌源市实验中学 法学

24 161005303000247 廖丽蓉 湖南省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法学
25 161005303000268 李明星 湖南省 新邵县第一中学 法学
26 161005303000275 张琳 浙江省 浙江省武义第一中学 法学
27 161005303000282 黄雅芬 福建省 福建省安溪第一中学 法学
28 161005303000291 岳亚婷 河北省 涿鹿县北晨学校 法学
29 161005303000299 徐玥 山东省 齐河县第一中学 法学
30 161005303000334 赵乙交 湖北省 利川市第一中学 法学
31 161005303000337 张志龙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中卫中学 法学
32 161005303000350 尹玉娟 山东省 山东省沂南第一中学 法学
33 161005303000351 孟令博 河南省 桐柏县实验高中 法学
34 161005303000356 秦嘉欣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35 161005303000360 彭涛 湖北省 恩施市第一中学 法学
36 161005303000366 宋立博 河南省 虞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37 161005303000367 王科桦 山东省 沂水县第一中学 法学
38 161005303000373 范晓龙 安徽省 蒙城县第一中学 法学
39 161005303000404 黄菊 黑龙江省 龙江县第一中学 法学
40 161005303000405 李逸群 山东省 东平高级中学 法学
41 161005303000416 许芳涵 江苏省 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 法学
42 161005303000421 王力 四川省 西昌市第一中学 法学
43 161005303000424 谢英子 湖南省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法学
44 161005303000440 聂力 山东省 费县艺林美术学校 法学
45 161005303000444 朱丽娜 河南省 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46 161005303000452 蒋璐 湖北省 利川市第一中学 法学
47 161005303000453 易叶清 江西省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法学
48 161005303000487 李健碧 四川省 四川省邻水实验学校 法学
49 161005303000489 钟超 陕西省 南郑中学 法学
50 161005303000494 吕佩璇 甘肃省 甘肃省静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51 161005303000505 刘美玲 四川省 宜宾市第六中学校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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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61005303000531 卢云 四川省 四川省叙永第一中学校 法学
53 161005303000532 康玲 陕西省 城固县博望镇城固一中 法学
54 161005303000547 王惠萍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法学
55 161005303000587 刘医名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师范大学锦山实验中学 法学
56 161005303000604 戚汇洋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法学
57 161005303000605 金印新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存瑞中学 法学
58 161005303000634 杨英 四川省 巴中市恩阳区恩阳中学 法学
59 161005303000642 刘红红 江苏省 江苏省洪泽中学 法学
60 161005303000646 张曼婷 安徽省 安徽省潜山中学 法学
61 161005303000652 王亚婷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62 161005303000653 李嫒杰 河北省 涿鹿县北晨学校 法学
63 161005303000657 张帅吉 四川省 西昌市第一中学 法学
64 161005303000664 彭允 山东省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法学
65 161005303000670 陈文强 山东省 鱼台县第一中学 法学
66 161005303000672 马珺 江苏省 新沂市第一中学 法学
67 161005303000681 王映霞 四川省 西昌市第一中学 法学
68 161005303000687 沙学良 四川省 盐源县中学校 法学
69 161005303000698 秦国锐 湖北省 利川市第一中学 法学
70 161005303000716 青涛 四川省 四川省旺苍中学 法学
71 161005303000724 黄小溪 河南省 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法学
72 161005303000725 周丹丹 河南省 沈丘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73 161005303000727 赵中林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法学
74 161005303000752 赵赟 贵州省 仁怀市第一中学 法学
75 161005303000765 刘颖 河北省 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法学
76 161005303000768 王佳丽 河北省 河北祖冲之中学 法学
77 161005303000776 张霄 山东省 单县第一中学 法学
78 161005303000779 钱美红 安徽省 安徽省濉溪县第二中学 法学
79 161005303000781 许姗姗 安徽省 六安金安高级中学 法学
80 161005303000787 潘余 湖南省 炎陵县第一中学 法学
81 161005303000789 郭雪梅 安徽省 蒙城县第一中学 法学
82 161005303000801 陈梦丽 江苏省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法学
83 161005303000810 孟祥东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存瑞中学 法学
84 161005303000819 王少明 安徽省 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法学
85 161005303000820 屈玲 河北省 张北县第一中学 法学
86 161005303000822 邓博 贵州省 盘县第二中学 法学
87 161005303000825 赵东洋 河北省 河北省隆化存瑞中学 法学
88 161005303000826 王青梅 内蒙古自治区 敖汉旗箭桥中学 法学
89 161005303000836 袁樱琪 山东省 临沭第一中学 法学
90 161005303000844 柏梦如 河南省 商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91 161005303000853 张美欧 河南省 固始县慈济高级中学 法学
92 161005303000868 陈佳琦 江西省 江西省南城一中 法学
93 161005303000874 张宏福 陕西省 靖边县第三中学 法学
94 161005303000893 马雅倩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95 161005303000904 周宗盛 安徽省 六安市毛坦厂中学 法学
96 161005303000908 张艳 云南省 师宗县第二中学 法学
97 161005303000912 杜芬 陕西省 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 法学
98 161005303000922 白宁 甘肃省 镇原县镇原中学 法学
99 161005303000924 王艳 河南省 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法学
100 161005303000925 樊汇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武川县第一中学 法学
101 161005303000933 刘雯 河北省 涞源县第一中学 法学
102 161005303000955 董一平 江苏省 赣榆清华园复习班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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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61005303000957 朱育丽 四川省 西昌市川兴中学 法学
104 161005303000960 陆凡 四川省 四川省北川中学 法学
105 161005303000973 魏海博 河南省 柘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106 161005303000975 章豪 浙江省 浙江省苍南中学 法学
107 161005303000984 许昕宇 辽宁省 建平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108 161005303001020 杨林虎 贵州省 贵州省织金县第一中学 法学
109 161005303001034 洪烨 福建省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法学
110 161005303001047 王颖 四川省 西昌市第一中学 法学
111 161005303001054 李依水 河北省 河北巨鹿中学 法学
112 161005303001066 马琳 河南省 虞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113 161005303001068 刘新运 山东省 栖霞市第一中学 法学
114 161005303001090 王兴进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15 161005303001107 张冰倩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16 161005303001113 陈佳 山东省 临沭第一中学 法学
117 161005303001118 史飞月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18 161005303001141 安丰凡 山东省 山东省五莲中学 法学
119 161005303001147 单紫薇 湖南省 平江县第一中学 法学
120 161005303001156 韦振美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蒙山中学 法学
121 161005303001159 钱彬祥 河南省 固始县高级中学分校 法学
122 161005303001168 姜芮 河南省 商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123 161005303001175 吴媛媛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24 161005303001184 郝金亮 甘肃省 岷县第一中学 法学
125 161005303001190 高桐 吉林省 前郭县第五中学 法学
126 161005303001193 刘京 河南省 潢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27 161005303001194 代鹤翔 河南省 平舆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28 161005303001200 赵祯 甘肃省 庄浪县第一中学 法学
129 161005303001217 马宝梅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西吉中学 法学
130 161005303001225 王晶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西吉中学 法学
131 161005303001234 许佳佳 江苏省 江苏省泗洪中学 法学
132 161005303001254 马静文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法学
133 161005303001258 张盼盼 陕西省 陕西省商洛中学 法学
134 161005303001264 张问美 河北省 河北巨鹿中学 法学
135 161005303001265 秦汇钰 安徽省 金寨县第一中学 法学
136 161005303001287 王露 贵州省 盘县第一中学 法学
137 161005303001288 孙成浩 辽宁省 建昌县高级中学 法学
138 161005303001289 夏媛媛 河南省 汝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39 161005303001293 吴仁辉 福建省 福建省漳浦第一中学 法学
140 161005303001300 秦奋 陕西省 石泉县石泉中学 法学
141 161005303001302 熊香艳 河南省 商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142 161005303001312 任畅 辽宁省 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法学
143 161005303001316 陈琪 湖南省 新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144 161005303001331 陆一菲 江苏省 新沂市第三中学 法学
145 161005303001340 李明阳 江苏省 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 法学
146 161005303001341 李江妮 甘肃省 陇南市第一中学 法学
147 161005303001342 牛小依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法学
148 161005303001346 冯鑫 山东省 临邑县第一中学 法学
149 161005303001357 李港伟 河南省 汝阳县实验高中 法学
150 161005303001361 朱晓虎 河南省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法学
151 161005303001362 王聪聪 河南省 西华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52 161005303001363 石凌燕 湖南省 花垣县边城高级中学 法学
153 161005303001364 姚文菊 河南省 固始县永和高级中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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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61005303001369 郭静 湖南省 新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155 161005303001399 刘斐然 河南省 桐柏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56 161005303001410 马一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 海原县第一中学 法学
157 161005303001414 刘可可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58 161005303001420 王硕 河南省 泌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59 161005303001422 高歌 黑龙江省 拜泉县第一中学 法学
160 161005303001426 巩凌辛 河南省 内黄县第一中学 法学
161 161005303001452 朱峰 辽宁省 宽甸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法学
162 161005303001461 李娜 河南省 南召现代中学 法学
163 161005303001478 吴遇林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64 161005303001482 王惠娟 甘肃省 陇西县第二中学 法学
165 161005303001492 王东东 河南省 新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66 161005303001539 罗一宸 四川省 四川省叙永第一中学校 法学
167 161005303001548 王六建 河南省 商水县第一高中 法学
168 161005303001553 栾逸群 江苏省 泰州市第二中学 法学
169 161005303001561 詹庆源 陕西省 紫阳中学 法学
170 161005303001578 杨巾英 河南省 新县高级中学 法学
171 161005303001582 张鹏起 河南省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72 161005303001585 焦彩虹 内蒙古自治区 土默特左旗第一中学 法学
173 161005303001593 张欣欣 河南省 商水县第二高中 法学
174 161005303001602 李甜蜜 河北省 赞皇县赞皇中学 法学
175 161005303001607 彭凤林 河南省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76 161005303001621 薛振基 河南省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77 161005303001625 王江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州霍城县第三中学 法学
178 161005303001627 王慧 湖南省 泸溪二中 法学
179 161005303001646 许虎霞 甘肃省 宕昌县第一中学 法学
180 161005303001653 郑芳 河南省 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81 161005303001667 赵吉元 海南省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江中学 法学
182 161005303001681 张博 安徽省 阜阳市第十中学 法学
183 161005303001687 夏艺宁 辽宁省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184 161005303001692 李秋玲 河南省 息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85 161005303001696 胡天路 安徽省 安徽省泗县第三中学 法学
186 161005303001703 郭宝明 河南省 宁陵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87 161005303001707 王子萱 河北省 河北阜城中学 法学
188 161005303001708 李晓玲 青海省 湟中县第一中学 法学
189 161005303001710 朱五星 甘肃省 镇原县三岔中学 法学
190 161005303001712 祝鹏飞 河南省 虞城县高级中学 法学
191 161005303001722 洪振聪 福建省 仙游县私立第一中学 法学
192 161005303001731 张明媛 河南省 上蔡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93 161005303001748 刘美彤 辽宁省 桓仁满族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94 161005303001753 张蓉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第二中学 法学
195 161005303001757 靳远 安徽省 太和中学 法学
196 161005303001758 周菁 河南省 社旗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197 161005303001761 毛晗 河南省 河南省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198 161005303001769 阳敏敏 湖南省 双峰县第二中学 法学
199 161005303001784 朱乔 河南省 光山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200 161005303001787 刘佩 贵州省 平塘民族中学 法学
201 161005303001797 邓文豪 江西省 修水县英才高级中学 法学
202 161005303001808 徐岳威 河北省 肃宁县第一中学 法学
203 161005303001814 赵立 山东省 泗水县第一中学 法学
204 161005303001820 杨龙 云南省 迪庆州民族中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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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161005303001828 陈晶晶 甘肃省 永登县第二中学 法学
206 161005303001834 张梦冉 河南省 沈丘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207 161005303001837 苏乾鑫 福建省 尤溪县第五中学 法学
208 161005303001838 刘婷婷 河南省 夏邑县高级中学 法学
209 161005303001850 丁铭 河南省 内乡县高级中学 法学
210 161005303001866 房硕 安徽省 安徽省泗县第一中学 法学
211 161005303001871 辛能能 河南省 郸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212 161005303001877 马利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伊犁州伊宁县第二中学 法学
213 161005303001915 贾晓月 山西省 昔阳县中学校 法学
214 161005303001924 宋丽玉 山东省 山东省蒙阴第一中学 法学
215 161005303001927 杨丹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育才中学 法学
216 161005303001932 王敏 海南省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中学 法学
217 161005303001937 麦尔哈巴·库尔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巴州且末县中学 法学
218 161005303001939 刘洋 山西省 垣曲县垣曲中学 法学
219 161005303001945 张俊雅 四川省 冕宁中学 法学
220 161005303001972 赵珍珍 河南省 河南省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221 161005303001974 陈丽红 四川省 四川省剑阁中学校 法学
222 161005303002000 王珂珂 河南省 河南省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223 161005303002011 陶金鑫 河南省 河南省滑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224 161005303002042 朱淑恒 河南省 河南省伊川高中 法学
225 161005303002062 刘庆辉 河南省 上蔡县第二高级中学 法学
226 161005303002076 乌晔 陕西省 扶风高级中学 法学
227 161005303002088 冯景红 贵州省 贵州省瓮安第二中学 法学
228 161005303002091 郭志丹 山西省 武乡中学校 法学
229 161005303002104 苏大成 河南省 夏邑县高级中学 法学
230 161005303002106 吴文华 山西省 离石区江阴高级中学 法学
231 161005303002109 杨长城 贵州省 贵州省三穗县民族高级中学 法学
232 161005303002120 陈旭 河南省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233 161005303002126 魏艺游 河南省 河南省确山县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234 161005303002132 西仁娜依·吐合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瓦提县第四中学 法学
235 161005303002141 朱晓晴 山东省 山东省临朐第五中学 法学
236 161005303002163 郝嘉娜 内蒙古自治区 乌拉特中旗第一中学 法学
237 161005303001284 杨恩粉 贵州省 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 法学
238 161005303000873 刘玉 贵州省 六盘水市第一实验中学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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