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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42103301095 张兹欣 普通招考 91.2 82.95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陈金龙 定向就业1 236.0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75.0
105742103301081 张璐璐 普通招考 87.2 79.21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刘海春 定向就业2 220.0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75.0
105742103301099 江峰 普通招考 90.0 76.53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魏则胜 定向就业3 229.0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50.0
105742103301093 文闻 普通招考 75.8 73.12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胡国胜 定向就业4 216.0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70.0
105742103301069 林煊 普通招考 85.5 69.73 否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胡国胜 定向就业5 229.0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本人放弃25.0
105742103301036 葛玮 普通招考 65.33 68.93 否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蒋积伟 定向就业6 216.0 高校思政骨干专项；候补70.0

105742103300874 顾美霞 普通招考 87.57 83.09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定向就业7 233.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85.0

105742103301169 霍仙丽 普通招考 67.2 71.35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定向就业8 221.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合作
导师：谢迪斌

75.0

105742103300871 赖淑君 普通招考 0.0 27.87 否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定向就业9 209.0 0.0

105742103300888 代津榜 普通招考 65.29 67.92 否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定向就业10 201.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候补75.0

105742103300919 唐穗 普通招考 89.29 79.52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定向就业11 216.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75.0

105742103300942 刘彦祺 普通招考 88.29 79.32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胡国胜 定向就业12 225.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70.0

105742103300883 陈树鹏 普通招考 86.14 78.19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张青兰 定向就业13 208.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80.0

105742103301147 李小红 普通招考 82.8 76.25 否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魏则胜 定向就业14 211.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本人

放弃
75.0

105742103301045 谢兆岗 普通招考 86.71 76.62 是
(030506)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蒋积伟 定向就业15 202.0

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师专项；合作
导师：谢迪斌

75.0

105742103300863 王安琪 普通招考 90.24 78.3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16 204.0 75.0

105742103300867 李丹 普通招考 88.52 74.07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17 215.0 50.0

105742103300858 刘萍 普通招考 86.6 72.77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18 196.0 60.0

105742103300894 李荷芳 普通招考 87.4 72.29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19 220.0 合作导师：赵中源40.0

105742103300852 陈建峰 普通招考 87.12 70.85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20 195.0 合作导师：赵中源50.0

105742103300872 甘荣山 普通招考 75.28 68.78 是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21 2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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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42103300843 王文兴 普通招考 59.72 63.49 否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22 222.0 50.0

105742103300848 李霞 普通招考 61.84 62.74 否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23 195.0 候补60.0

105742103300881 薛丽 普通招考 61.92 58.23 否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24 206.0 30.0

105742103300845 刘倩 普通招考 0.0 27.73 否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25 208.0 0.0

105742103300854 梁志玲 普通招考 0.0 26.93 否
(030501)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关锋 非定向就业26 202.0 0.0

105742103300886 赵从佚 普通招考 87.6 82.31 是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27 227.0 85.0

105742103300896 朱思玮 普通招考 88.6 81.24 是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28 231.0 75.0

105742103300887 高源 普通招考 87.4 81.03 是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29 218.0 85.0

105742103300890 朱洪伟 普通招考 87.6 74.77 是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0 223.0 50.0

105742103300903 彭雪 普通招考 88.32 72.39 是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1 203.0 合作导师：于奇智50.0

105742103300913 郭香渝 普通招考 90.2 71.61 是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2 229.0 25.0

105742103300895 许力凡 普通招考 61.0 62.8 否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3 213.0 候补50.0

105742103300891 姚雅晴 普通招考 60.6 62.24 否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4 210.0 候补50.0

105742103300892 刘淑仪 普通招考 0.0 29.73 否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5 223.0 0.0

105742103300904 林豪庭 普通招考 0.0 28.0 否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6 210.0 0.0

105742103300900 苏琦童 普通招考 0.0 26.13 否
(030502)马克思主义发展

史
涂良川 非定向就业37 196.0 0.0

105742103300986 吴智楠 普通招考 87.32 81.79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38 224.0 85.0

105742103301000 孙涵宇 普通招考 90.83 80.47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指导组 非定向就业39 211.0 80.0

105742103300998 莫子法 普通招考 88.33 79.53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指导组 非定向就业40 219.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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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

105742103300959 蔡馥 普通招考 87.64 78.12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41 233.0 60.0

105742103300964 杨尹凌翰 普通招考 90.4 78.09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42 202.0 75.0

105742103300930 黄钰钦 普通招考 90.0 75.6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胡国胜 非定向就业43 222.0 50.0

105742103300917 谢金芝 普通招考 88.8 74.32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胡国胜 非定向就业44 216.0 50.0

105742103300977 谭毅新 普通招考 90.96 74.25 是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胡国胜 非定向就业45 209.0 50.0

105742103300970 郭伟 普通招考 58.8 68.45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46 202.0 90.0

105742103300980 王珂 普通招考 66.8 68.12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47 198.0 候补75.0

105742103300934 张二卫 普通招考 68.2 64.88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48 207.0 候补50.0

105742103300939 多恩民 普通招考 66.2 62.48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49 195.0 候补50.0

105742103300931 黎锐楷 普通招考 0.0 30.53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胡国胜 非定向就业50 229.0 0.0

105742103300920 胡珊 普通招考 0.0 29.47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51 221.0 0.0

105742103300936 张金玉 普通招考 0.0 28.4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52 213.0 0.0

105742103300946 彭之尧 普通招考 0.0 26.4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53 198.0 0.0

105742103300935 刘晓雪 普通招考 0.0 26.27 否
(030503)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陈金龙 非定向就业54 197.0 0.0

105742103301019 黄展鹏 普通招考 89.24 79.63 是
(030504)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指导组 非定向就业55 217.0 75.0

105742103301023 陈琳 普通招考 88.96 73.72 是
(030504)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指导组 非定向就业56 211.0 50.0

105742103301021 田安琪 普通招考 61.64 66.72 否
(030504)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指导组 非定向就业57 203.0 候补75.0

105742103301022 张泽皓 普通招考 0.0 28.13 否
(030504)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指导组 非定向就业58 21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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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42103301178 张力一翔 普通招考 89.6 80.17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刘海春 非定向就业59 220.0 75.0
105742103301173 杨帆 普通招考 87.2 79.95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刘海春 非定向就业60 233.0 70.0
105742103301107 肖亨达 普通招考 89.0 79.8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张青兰 非定向就业61 204.0 85.0
105742103301166 刘晓雨 普通招考 86.2 77.55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魏则胜 非定向就业62 218.0 70.0
105742103301102 郝慧玲 普通招考 88.2 77.08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张青兰 非定向就业63 231.0 55.0
105742103301148 唐楚茵 普通招考 87.8 76.92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魏则胜 非定向就业64 231.0 55.0
105742103301109 蒋永强 普通招考 88.4 74.96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张青兰 非定向就业65 207.0 60.0
105742103300884 余梦芹 普通招考 86.12 72.58 是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魏则胜 非定向就业66 196.0 60.0
105742103301156 张婧 普通招考 86.4 69.03 否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魏则胜 非定向就业67 206.0 本人放弃35.0
105742103301100 李云 普通招考 0.0 26.0 否 (030505)思想政治教育 张青兰 非定向就业68 195.0 0.0

105742103300889 赵钊定 普通招考 87.8 75.52 是
(030506)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蒋积伟 非定向就业69 213.0 60.0

105742103300914 王希曦 普通招考 89.4 72.96 是
(030506)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蒋积伟 非定向就业70 204.0 50.0

105742103300973 唐仁焕 普通招考 86.8 72.72 是
(030506)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蒋积伟 非定向就业71 195.0 60.0

105742103301203 王先一 普通招考 83.2 70.08 是
(030506)中国近现代史基

本问题研究
蒋积伟 非定向就业72 201.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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