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导师
1 2015222037 民商法学 陈峰 李国强
2 2015222038 民商法学 邸研 李国强
3 2015222043 民商法学 姜特 马新彦
4 2015222044 民商法学 姜希茜 曹险峰
5 2015222045 民商法学 金凝 张丹丹
6 2015222047 民商法学 刘长芹 傅穹
7 2015222048 民商法学 陆慧敏 蔡立东
8 2015222051 民商法学 王家鸣 马新彦
9 2015222052 民商法学 王秀颖 孙良国
10 2015222053 民商法学 王莹 蔡立东
11 2015222054 民商法学 位开 李建华
12 2015222057 民商法学 姚政君 孙良国
13 2015222060 民商法学 张远 李洪祥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导师
1 2015222039 民商法学 何丽秀 胡晓静
2 2015222040 民商法学 何信龙 王艳梅
3 2015222041 民商法学 黄强 孙学致
4 2015222042 民商法学 江涛 徐晓
5 2015222046 民商法学 李硕 徐卫东
6 2015222049 民商法学 牛安琪 孙学致
7 2015222050 民商法学 唐娜 徐卫东
8 2015222055 民商法学 武胜男 温双阁
9 2015222056 民商法学 杨雪 温双阁
10 2015222058 民商法学 于澜 齐明
11 2015222059 民商法学 张力元 孙学致
12 2015222061 民商法学 郑若翀 于莹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导师
1 2015222083 国际法学 白晓航 何志鹏
2 2015222084 国际法学 陈南睿 田洪鋆
3 2015222085 国际法学 鄂俊方 何志鹏
4 2015222086 国际法学 李芳仪 周晓虹
5 2015222087 国际法学 刘欣 姚莹
6 2015222088 国际法学 王旭琪 都亳
7 2015222089 国际法学 魏晓旭 何志鹏
8 2015222090 国际法学 夏欢 王彦志
9 2015222091 国际法学 杨晨宇 刘亚军
10 2015222092 国际法学 张慧 刘亚军
11 2015222093 军事法学 马婕 李韧夫
12 2015222094 军事法学 张友良 李韧夫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导师
1 2015222026 刑法学 项艳 王充
2 2015222028 刑法学 杨霏霏 王充
3 2015222016 刑法学 程艺珺 王志远
4 2015222019 刑法学 宫宇 李立丰
5 2015222020 刑法学 韩晓辉 徐岱
6 2015222021 刑法学 纪姝瑶 李綦通
7 2015222022 刑法学 李浩杰 李立丰
8 2015222023 刑法学 李维红 徐岱
9 2015222025 刑法学 商雨 王军明

时间5月25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06

时间5月25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16

时间5月25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310

时间5月25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15

秘书：

第四组：
秘书：

第一组：
秘书：

第二组：
秘书：

第三组：



10 2015222029 刑法学 杨秀婷 王勇
11 2015222032 刑法学 张辉 李綦通
12 2015222033 刑法学 张玮琦 王志远
13 2015222034 刑法学 赵娟 王勇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1 2015222017 刑法学 付祎 张旭
2 2015222018 刑法学 高晓红 张旭
3 2015222024 刑法学 李悦 陈劲阳
4 2015222027 刑法学 徐欣怡 李海滢
5 2015222030 刑法学 张丹丹 陈劲阳
6 2015222031 刑法学 张浩朋 郑军男
7 2015222036 刑法学 邹纯玮 李海滢
8 2015222062 诉讼法学 冀翼 杨波
9 2015222063 诉讼法学 李雪 闵春雷
10 2015222064 诉讼法学 刘晓 杨波
11 2015222065 诉讼法学 毛婧 车传波
12 2015222066 诉讼法学 王琪 霍海红
13 2015222067 诉讼法学 王双双 霍海红
14 2015222068 诉讼法学 张卓 车传波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1 2015222005 法律史 姚昕雨 吕丽
2 2015222002 法律史 雷小龙 刘晓林
3 2015222003 法律史 卢思畅 吕丽
4 2015222004 法律史 任东仁 刘晓林
5 2015222007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石璐璐 彭贵才
6 2015222008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孙萌颖 于立深
7 2015222009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佟昕泽 任喜荣
8 2015222010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王全泽 任喜荣
9 2015222011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王壹 李海平
10 2015222012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徐楠 于立深
11 201522201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张菻 崔卓兰
12 2015222014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张妍 彭贵才
13 2015222015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赵晨希 崔卓兰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1 2015222069 经济法学 关添月 董文军
2 2015222071 经济法学 刘舸 冯彦君
3 2015222072 经济法学 刘权华 王彦明
4 2015222073 经济法学 刘艺行 李剑
5 2015222074 经济法学 王昶 冯彦君
6 2015222075 经济法学 韦雪 王彦明
7 2015222076 经济法学 张丁文 冯彦君
8 2015222077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常新 吴真
9 201522207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冯艾琳 吴真
10 2015222079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李雪 赵惊涛
11 2015222080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宋丽容 王小钢
12 2015222081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张黎明 赵惊涛
13 2015222082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张正 王小钢

秘书：

时间5月25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15

时间5月25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02

时间5月25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08

时间5月26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16

第六组：
秘书：

第七组：   
秘书：

第十一组：

第五组：
秘书：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1 2015222001 法学理论 潘磊 颜毅艺
2 2015222095 法学理论 陈珂 黄文艺
3 2015222100 法学理论 江星星 颜毅艺
4 2015222101 法学理论 李凯文 侯学宾
5 2015222102 法学理论 李响 刘红臻
6 2015222103 法学理论 李志雄 刘雪斌
7 2015222106 法学理论 钱伟强 刘雪斌
8 2015222107 法学理论 宋书强 刘红臻
9 2015222111 法学理论 张睿睿 颜毅艺

编号 学号 专业 姓名
1 2015222096 法学理论 戴思语 杜宴林
2 2015222097 法学理论 冯媛 侯学宾
3 2015222098 法学理论 高冠识 宋显忠
4 2015222099 法学理论 高劲轩 朱振
5 2015222104 法学理论 马光泽 钱大军
6 2015222108 法学理论 谭婷婷 朱振
7 2015222109 法学理论 王凤 姚建宗
8 2015222110 法学理论 杨淞麟 张文显
9 2015222112 法学理论 张伟强 侯学宾
10 2015222114 法学理论 周家麒 李拥军

时间5月27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08

第十二组：
秘书：

时间5月27
日 上午8：

30

地点 东荣
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