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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山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考研拟录取名单 

曹湛棋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91 458 849 拟录取   

李宜殷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54 469 823 拟录取   

张鸿浩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78 435 813 拟录取   

张珊珊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63 443 806 拟录取   

王齐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71 417 788 拟录取   

王伊曼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0 446 786 拟录取   

刘芸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4 438 782 拟录取   

张嘉钊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8 433 781 拟录取   

黄蕙心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0 435 775 拟录取   

杨婷婷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71 403 774 拟录取   

肖燕平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63 407 770 拟录取   

夏月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0 429 769 拟录取   

李超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9 439 768 拟录取   

谢达思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58 401 759 拟录取   

彭友健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62 393 755 拟录取   

项冲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58 396 754 拟录取   

陈沿廷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33 421 754 拟录取   

罗雪梅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31 416 747 拟录取   

李茜晗

昕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51 394 745 拟录取   

庄江鹏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53 392 745 拟录取   

唐晓蓓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39 405 744 拟录取   

魏华瑶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5 415 740 拟录取   

杨美峰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52 386 738 拟录取   

黄健华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0 417 737 拟录取   

陈卓琪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39 397 736 拟录取   

李娇玲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2 394 736 拟录取   

黄享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2 411 733 拟录取   

王纯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52 380 732 拟录取   

郑嘉丹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32 396 728 拟录取   

赵丽菲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0 387 727 拟录取   

罗敏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1 383 724 拟录取   

钟余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16 407 723 拟录取   



 

 

注：中山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近 60%录取的考生来自育明教育的辅导。 

谢薇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19 403 722 拟录取   

陶欢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15 402 717 拟录取   

李井月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11 404 715 拟录取   

邓璎鸾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40 375 715 拟录取   

刘依奇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8 383 711 拟录取   

李思佳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11 397 708 拟录取   

李子慧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2 385 707 拟录取   

蔡明宏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37 366 703 拟录取   

柳慧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9 349 678 拟录取 

少干

计划 

冯卫政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5 350 675 拟录取   

禤婷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19 352 671 拟录取   

范宇鑫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21 349 670 拟录取   

李薇薇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18 351 669 拟录取   

冯鹏贞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332 331 663 拟录取   

夏巍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44 411 755 拟录取   

赵爱婷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18 434 752 拟录取   

邬鑫安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18 414 732 拟录取   

李云端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14 417 731 拟录取   

杨彦辉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25 395 720 拟录取   

陈俊余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20 392 712 拟录取   

闫菲远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22 352 674 拟录取   

陈丽莎 法学院（法律硕士） 法律（非法学） 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311 353 664 拟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