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导师确定接收的直博生名单
序号 姓名 导师

1 柯天 涂永强
2 李聪 樊春海
3 郑浩然 樊春海
4 邓小辉 张川
5 崔芮 周永丰
6 李飞 颜德岳
7 向洛兴 麦亦勇
8 孟露 颜德岳
9 夏思源 陈接胜

10 李鹏里 黄兴溢
11 刘杰 罗正鸿
12 卫青云 钟洪亮

注：以上营员在获得母校推免资格后，在教育部推免平台上报考相应导师，
      即可录取；否则不予录取。  以上营员不允许调整报考类别和报考导师，
      否则不予录取。

二、推免硕士成绩排序（含硕博贯通）

排序 姓名 报考意向 笔试+面试总成绩 考核等级
1 张歆钰 推免硕士 271.00 优秀营员
2 江政俊 推免硕士 270.00 优秀营员
3 朱梦嘉 直博生（丁蓓） 268.20 优秀营员
4 潘心怡 推免硕士 267.00 优秀营员
5 郑程 直博生（陈斌) 266.80 优秀营员
6 李佳珍 推免硕士 265.20 优秀营员
7 朱登 硕博贯通 264.40 优秀营员
8 程翔然 推免硕士 262.40 优秀营员
9 徐振力 直博生（仲冬平） 261.20 优秀营员
10 张诗艺 推免硕士 261.20 优秀营员
11 汲凯 硕博贯通 260.60 优秀营员
12 党彤彤 推免硕士 260.60 优秀营员
13 王馥实 推免硕士 260.40 优秀营员
14 石子丹 推免硕士 260.00 优秀营员
15 李文倩 推免硕士 258.60 优秀营员
16 杜亚楠 硕博贯通 258.20 优秀营员
17 丁珞瑜 推免硕士 257.20 优秀营员
18 邢歆来 硕博贯通 257.00 优秀营员
19 梁雅婕 推免硕士 256.80 优秀营员
20 李卓育 推免硕士 254.20 优秀营员
21 杜海会 推免硕士 253.80 优秀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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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晶 硕博贯通 252.60 优秀营员
23 于冰洁 推免硕士 252.20 优秀营员
24 周堃 推免硕士 251.40 良好营员
25 薛彩宁 推免硕士 250.20 良好营员
26 朱仁龙 硕博贯通 246.00 良好营员
27 刘永耀 推免硕士 243.20 良好营员
28 尹利强 推免硕士 241.00 良好营员
29 曹仁飞 硕博贯通 238.40 良好营员
30 郑梦婕 推免硕士 233.20 良好营员

排序 姓名 报考意向 笔试+面试总成绩 考核等级
1 张颖 推免硕士 264.63 优秀营员
2 刘睿懿 推免硕士 263.19 优秀营员
3 陈新岩 硕博贯通 257.00 优秀营员
4 钟敏 推免硕士 250.98 优秀营员
5 欧阳慧君 推免硕士 250.48 优秀营员
6 戴豪杰 硕博贯通 250.45 优秀营员
7 万钧君 推免硕士 249.83 优秀营员
8 王福君 硕博贯通 249.00 优秀营员
9 吴雨亭 硕博贯通 248.36 优秀营员
10 邱燕 硕博贯通 248.00 优秀营员
11 秦敏凯 硕博贯通 247.42 优秀营员
12 罗韵怡 推免硕士 247.20 优秀营员
13 徐立娜 硕博贯通 246.40 优秀营员
14 汪铁 硕博贯通 246.00 优秀营员
15 刘浩然 硕博贯通 245.00 优秀营员
16 黄森鹤 推免硕士 244.80 优秀营员
17 刘承奔 直博生（导师待定） 242.47 优秀营员
18 陈姣龙 推免硕士 242.27 优秀营员
19 方杰 硕博贯通 241.60 优秀营员
20 申屠哲贤 推免硕士 241.41 优秀营员
21 廖道鸿 直博生（董常明） 240.80 优秀营员
22 郑晓阳 推免硕士 240.00 优秀营员
23 杨泽华 硕博贯通 239.91 优秀营员
24 吴绍霖 推免硕士 239.32 良好营员
25 张景锋 推免硕士 238.60 良好营员
26 刘灿 硕博贯通 237.29 良好营员
27 曹凌志 推免硕士 225.68 良好营员

排序 姓名 报考意向 笔试+面试总成绩 考核等级
1 杨亚楠 推免硕士 275.80 优秀营员
2 刘佛林 推免硕士 267.00 优秀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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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哲琪 推免硕士 260.50 优秀营员
4 蒯颐熹 推免硕士 258.00 优秀营员
5 王路路 推免硕士 253.60 优秀营员
6 胡安义 推免硕士 253.00 优秀营员
7 刘雨禾 推免硕士 251.50 优秀营员
8 江雅馨 推免硕士 247.80 优秀营员
9 孙蔷 硕博贯通 245.80 优秀营员
10 张琬钰 硕博贯通 244.40 优秀营员
11 李嘉铭 推免硕士 243.40 优秀营员
12 芦振扬 硕博贯通 242.80 优秀营员
13 李吉利 直博生（导师待定） 241.50 良好营员
14 陶明明 推免硕士 238.20 良好营员
15 殷雪旸 推免硕士 236.80 良好营员
16 王添添 推免硕士 236.60 良好营员
17 王晓彤 推免硕士 234.90 良好营员

             

             

       2，依据2019年研究生院下发的硕士生招生指标，参考2018年本院直
升人数（2019年本院直升指标尚未确定）， 按照一定比例上调后，划定优
秀营员比例。考核结果为“优秀营员”的，在各个系实际可接收的推免生名
额内依序录取；  如有营员放弃报考，将依序递补，递补不限于优秀营
员，按照名额录满为止。

         3，报考意向为推免硕士或硕博贯通的营员，如取得推免资格后有意
愿申报直博生，在导师有招生名额的前提下取得意向导师的接收确认后，
可转为直博生，最终以教育部平台报考数据为准。

注：1，因我院2019年博士生指标分配方案仍在讨论中，有部分博导的招
生指标尚未确定， 因此表格中报考直博生的营员暂不公示在拟录取直博生
名单中，待导师指标确定后再列入直博生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