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级法学类专业确认拟录取名单
班级 学号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1 曾奕楠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2 邹鹏驰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3 陈烨柯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4 高天怡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5 胡加圆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6 李俊兰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7 李心扬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8 李昀键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09 龙华鱼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0 罗宇博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1 孟妤卿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2 钱美琦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3 王帮余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4 王佳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5 王嘉怡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6 王心仪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7 王芯柔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8 翁钰欣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19 徐艺芩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20 徐越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21 姚非凡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22 扎西平措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23 张佳美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24 邹明月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1 202105210125 陈瑞莎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1 蔡心宜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2 张祺雯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3 陈思宇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4 旦增扎西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5 黄茗萱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6 蒋博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7 金锋艳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8 金天豪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09 金奕言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0 雷慧雅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1 冉向东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2 沈丽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3 时梦园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4 王琳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5 王舒灿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6 夏炜明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7 徐诺芊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8 许家宜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19 严晞铭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20 姚玲祎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21 应飞扬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22 余心怡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23 袁俪莉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2 202105210224 张驰迎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1 蔡淑婷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2 郑梦伊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3 冯贻钰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4 洪凯丽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5 胡思捷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6 江白伦珠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7 李男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8 林贤杭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09 林昱腾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0 柳淑琦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1 洛桑卓玛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2 吕梓萌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3 潘佶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4 邱宇璐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5 沈瑜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6 王多笑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7 夏苏杰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8 肖资扬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19 徐佳银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20 徐捷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21 杨思俞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22 杨燕敏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23 杨宇豪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24 张宁瑜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3 202105210325 戴钰君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1 陈涵玥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2 朱海燕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3 程蕾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4 邓玮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5 丁宁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6 方歆迪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8 李阔扬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09 李杨春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0 马琳慧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1 日桑卓玛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2 沈思宇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3 斯朗扎西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4 孙宝印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5 汤健行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6 王婧茗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7 王彤彤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8 吴倩尔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19 徐涵艺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20 徐子欣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21 叶存就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22 袁立盈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23 张文洁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24 周桢轩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4 202105210425 陈倩晨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1 曾艺萌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2 朱戴楠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3 陈腾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4 陈新宇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5 次仁旺加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6 次仁央宗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7 高雪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8 葛立腾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09 胡陈怿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0 金华希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1 厉奕妤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2 廖涵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3 罗子萱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4 毛华轩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5 戚可可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6 舒晨怡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7 汪小衍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8 王峥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19 夏春璐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20 杨振宇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21 俞沛孜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22 赵丹瑶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23 周栩如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5 202105210524 陈芊妞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1 白玛旺珍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2 周紫轩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3 戴许悦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4 丁全薇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5 黄子轩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6 李海迪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7 李建华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8 李珏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09 林华畅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0 潘晨婧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1 钱商语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3 舒佳欣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4 王倩倩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5 谢龙骏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6 徐骞 男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7 徐微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8 徐伊琳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19 余月雁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20 袁菁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21 赵悦悦 女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22 郑子桉 男 法学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23 周畅 女 知识产权
2021法学类06 202105210624 陈文跃 女 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