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思想政治

考核
复试成绩

（总成绩）
是否

拟录取
拟录取专业 拟录取导师 备注

1 1000697298 齐敏 行政管理 杜治洲 合格 71.75 是 行政管理 杜治洲

2 1000697186 张译文 行政管理 杜治洲 合格 69.46
3 1000697158 李萍 行政管理 方卫华 合格 76.29 是 行政管理 方卫华

4 1000696512 曹娜 行政管理 方卫华 合格 74.21
5 1000697319 吴玘 行政管理 方卫华 合格 70.71
6 1000696518 丰怀北 行政管理 韩霞 合格 59.88 否

7 1000697215 郑翔 行政管理 韩霞 合格 59.5 否

8 1000696620 高书平 行政管理 胡象明 合格 67.54 是 行政管理 胡象明

9 1000696398 侯冠男 行政管理 胡象明 合格 64.13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0 1000696673 王欢 行政管理 李亚 合格 76.58 是 行政管理 李亚

11 1000696403 顾雨潇 行政管理 任建明 合格 58.38 否

12 1000697292 姚建秀 行政管理 任建明 合格 55.38 否

13 1000696931 欧阳蕾 行政管理 谢宝富 合格 72.29 是 行政管理 谢宝富

14 1000696738 丛金洲 行政管理 谢宝富 合格 67.67
15 1000697309 冉鹏程 行政管理 谢宝富 缺考 缺考 否

16 1000696494 马禹 行政管理 张丽 缺考 缺考 否

17 1000697295 刘建新 教育经济与管理 蔡劲松 合格 85.2 是 教育经济与管理 蔡劲松

18 1000697023 谷雨 教育经济与管理 邓丽芳 合格 83.4
19 1000697196 周晶 教育经济与管理 邓丽芳 合格 71.8
20 1000696465 李云霞 教育经济与管理 邓丽芳 合格 70.3
21 1000696513 李琪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郭广生 合格 70.4
22 1000696414 王佳发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郭广生 合格 67
23 1000696562 吴秋晨 教育经济与管理 雷庆 合格 87.8 是 教育经济与管理 雷庆

24 1000696748 许可 教育经济与管理 雷庆 合格 77.9
25 1000697324 赵文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 雷庆 合格 74.5
26 1000696598 陈毅 教育经济与管理 马陆亭 合格 70.6
27 1000697169 宋承霖 教育经济与管理 马陆亭 合格 69.4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结果公示

第 1 页，共 2 页



28 1000696438 张晓会 教育经济与管理 马永红 合格 84.6 是 教育经济与管理 马永红

29 1000697203 杜鹏程 教育经济与管理 马永红 合格 79.9
30 1000696529 任超超 教育经济与管理 马永红 合格 71.1
31 1000696542 都仁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彦通 合格 84.8 是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彦通

32 1000697272 王浩宇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彦通 合格 67.9
33 1000696543 王书瑞 教育经济与管理 张耀南 合格 81.9
34 1000697048 高凌云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世奎 合格 85.9 是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世奎

35 1000696569 陈前放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世奎 合格 78.8
36 1000696483 侯琮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世奎 缺考 缺考 否

37 1000697248 秦己媛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婷婷 合格 89 是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婷婷

38 1000696386 王宁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婷婷 合格 76.1
39 1000697122 关可心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婷婷 合格 69.6
40 1000696697 常思佳 教育经济与管理 赵婷婷 合格 69
41 1000696563 李维刚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郑晓齐 合格 86 是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郑晓齐

42 1000696708 王静 教育经济与管理 郑晓齐 合格 75.6

注：

1、公示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1月30日。如果对复试结果存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通过电话或邮件等方式进行反馈。联系电话：010-82339719，电子
邮箱：lihouzhi@buaa.edu.cn；
2、复试成绩低于60分，不予录取；
3、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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