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上（秋季）学期专业必修课重修考试安排  （随班考试）

课程名称   课程号    重修课序号 开课学院 姓名 学号 考试班级 确认签名

恐怖犯罪防范与处置 zb1160009 2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耿可心 2017116404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恐怖犯罪防范与处置 zb1160009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罗淳恺 2017116404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恐怖犯罪防范与处置 zb1160009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赵博文 2017116404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民族区域自治法 zb1160017 2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何家乐 2017116404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民族区域自治法 zb1160017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李佳璐 201711640232
随上课班级考试

民族区域自治法 zb1160017 2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刘弘毅 201711640313
随上课班级考试

民族区域自治法 zb1160017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韦恒宇 201711640120
随上课班级考试

民族区域自治法 zb1160017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郗浩龙 20171164023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法 zb1160001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耿可心 2017116404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法 zb1160001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李佳璐 20171164023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法 zb1160001 1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刘津硕 20171164010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法 zb1160001 2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龙一鸣 2017116401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法 zb1160001 2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罗淳恺 2017116404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法 zb1160001 2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杨子豪 2017116401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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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与网络安全法 zb1160001 2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赵博文 2017116404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司法鉴定学导论 zb1100017 6
公安学院

段朝瑞 2018110402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司法鉴定学导论 zb1100017 7
公安学院

方荣森 201911040338z
随上课班级考试

司法鉴定学导论 zb1100017 7
公安学院

王毅深 2017110403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司法鉴定学导论 zb1100017 5
公安学院

周成霖 20181104040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场勘查(含实验课) zb1100026 6
公安学院

刘大千 2016110407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场勘查(含实验课) zb1100026 6
公安学院

刘杨訸 20171104012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场勘查(含实验课) zb1100026 6
公安学院

任海东 201711040119
随上课班级考试

侦查措施 zb1100031 1
公安学院

刘纹纹 201711040420
随上课班级考试

侦查措施 zb1100031 1
公安学院

龙瀚霄 201611040512
随上课班级考试

侦查学导论 zb1100033 4
公安学院

刘小蔚 2018110406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行政法学 zb1070009 1 行政法学院       李纯萱 201710940217
随上课班级考试

行政法学 zb1070009 1 行政法学院       马宇钒 20171094023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11 经济法学院           陈宇 2017104404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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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6 经济法学院           李升 20171044054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11 经济法学院           李星虎 201710440438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9 经济法学院           潘登科 2017104404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10 经济法学院           汤洵 20171044051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16 经济法学院           王鸿飞 20171044044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11 经济法学院           王臻庆 2017104401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29 经济法学院           吴越人 20161044011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1 经济法学院           肖静昕 2017105406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zb1060003 12 经济法学院           杨梦茹 201710440328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法学 zb1060007 1 经济法学院           刘大千 2016110407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法学 zb1060007 1 经济法学院           刘兆龙 201711040725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法学 zb1060007 1 经济法学院           王勇 201711040723
随上课班级考试

经济法概论 zb1060010 4 经济法学院           杜佳乐 2017102404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经济法学 zb1060012 6 经济法学院           钱勇 2017107401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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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 zb1060012 1 经济法学院           宋子怡 20171044043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经济法学 zb1060012 34 经济法学院           王臻庆 2017104401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经济法学 zb1060012 6 经济法学院           肖静昕 2017105406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1 经济法学院           段汭辰 2018107405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4 经济法学院           高圣杰 20171044024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9 经济法学院           郭一凡 201810541223z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5 经济法学院           雷亚吕 20181064011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12 经济法学院           李西龙 2018106404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9 经济法学院           宋沂轩 20181084050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6 经济法学院           王冬雪 2018104402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0 经济法学院           王帆 2018106403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0 经济法学院           王涵艺 201810640444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16 经济法学院           吴嘉轮 20181044011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12 经济法学院           徐锃玥 201810540224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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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15 经济法学院           薛乔 20181074032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8 经济法学院           袁海森 2018107405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8 经济法学院           张柏林 201810740237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7 经济法学院           张曦文 20181064040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6 经济法学院           张宇星 20161044031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6 经济法学院           赵浩琛 20181054084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zb1060029 2 经济法学院           赵阳 201503402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固定收益证券 zb1020005 1 经济学院            包凯胜 2017102410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国际结算 zb1020043 1 经济学院            杨语轩 2017102405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国际贸易实务 zb1020008 2 经济学院            侯春旭 201502403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国际贸易实务 zb1020008 2 经济学院            王晨辉 2017102403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国际贸易实务 zb1020008 2 经济学院            杨语轩 2017102405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国际运输与物流管理 zb1020045 2 经济学院            杨语轩 2017102405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宏观经济学 zb1020032 7 经济学院            陈东鹏 201710241047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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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 zb1020032 4 经济学院            杜佳乐 2017102404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宏观经济学 zb1020032 6 经济学院            薛焙柠 201810240925
随上课班级考试

计算金融 zb1020041 2 经济学院            包凯胜 2017102410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计算金融 zb1020041 2 经济学院            陈东鹏 201710241047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学 zb1020033 2 经济学院            单晓楚 2018102409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学 zb1020033 3 经济学院            侯春旭 201502403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学 zb1020033 6 经济学院            刘碧玉 201810240522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学 zb1020033 4 经济学院            孙生辉 201810240746
随上课班级考试

金融学 zb1020033 1 经济学院            徐昊 2017102408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商务谈判 zb1020044 1 经济学院            侯春旭 201502403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 zb1020038 3 经济学院            依甫提哈尔·阿力甫 201710240608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证券投资学 zb1020028 4 经济学院            包凯胜 2017102410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政治经济学 zb1020030 1 经济学院            郭洋 201810240129
随上课班级考试

政治经济学 zb1020047 3 经济学院            雷凯程 201910240808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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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zb1020047 1 经济学院            李彤奇 2017102408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政治经济学 zb1020047 3 经济学院            刘锐 2019102408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政治经济学 zb1020047 1 经济学院            刘团越 201910240549z
随上课班级考试

政治经济学 zb1020030 1 经济学院            马志龙 2019102402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政治经济学 zb1020030 1 经济学院            孙嘉洋 2018102402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政治经济学 zb1020030 1 经济学院            田思敏 20181024022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电子商务合同法 zb1050003 1 经济学院            石楠 201710340706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4 商学院 冯浩哲 2018103409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1 商学院 甘子玉 201810340619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8 商学院 黄钰婷 201710340724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8 商学院 梁家豪 2017103407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1 商学院 路天寅 2018103406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8 商学院 穆尼热·努尔拜克 2018103405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1 商学院 强帅 2018103406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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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zb1030002 2 商学院 王岚婷 201810340908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4 商学院 王楠 201810340925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8 商学院 王勇 2018103404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1 商学院 张舵 2018103405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8 商学院 张涓怡 2017103407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1 商学院 张逸男 2018103405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财务管理 zb1030002 1 商学院 赵耘锋 20181034062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工商管理导论 zb1030009 4 商学院 何雨帆 2019103402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 zb1030013 1 商学院 陈怡霏 20181034031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 zb1030013 1 商学院 戴璐彤 2018103403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 zb1030013 7 商学院 宋培 20181034083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 zb1030013 4 商学院 田宇洋 2018103409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 zb1030013 2 商学院 岳晴雨 20181094030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学原理 zb1030015 4 商学院 董添 201810340129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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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 zb1030015 6 商学院 冯浩哲 2018103409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学原理 zb1030015 5 商学院 刘恒 2018103401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学原理 zb1030015 4 商学院 吕崇辉 20181034013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学原理 zb1030015 5 商学院 王瑞 2018103401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管理学原理 zb1030015 4 商学院 张鹏飞 2018103401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告学原理 zb1030017 1 商学院 陈蔚之 201710340109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告学原理 zb1030017 1 商学院 何伊琳 201710340129
随上课班级考试

内部控制 zb1030022 5 商学院 穆尼热·努尔拜克 2018103405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内部控制 zb1030022 4 商学院 王兆宇 20181034054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内部控制 zb1030022 4 商学院 张舵 2018103405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内部控制 zb1030022 4 商学院 张逸男 2018103405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市场调查与预测 zb1030029 2 商学院 热米拉·马合木提 20161034020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市场营销学 zb1030030 6 商学院 许浩 20171034073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6 商学院 曹宏飞 201810240738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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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1 商学院 杜佳乐 2017102404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5 商学院 杜家伟 20181024034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6 商学院 高浩然 20181024073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3 商学院 何雅楠 2018102403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3 商学院 侯春旭 201502403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1 商学院 侯静宜 20181024040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3 商学院 雷湛琦 2018102401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6 商学院 李彤奇 2017102408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4 商学院 刘碧玉 20181024052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3 商学院 刘江涛 20181024033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6 商学院 吕海天翔 2018102407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3 商学院 钱欣晨 2018102403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7 商学院 杨犇 20181024084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企业管理 zb1030035 4 商学院 朱奕 201810240541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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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管理 zb1030037 1 商学院 热米拉·马合木提 201610340206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1 商学院 郭婷 2018103408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3 商学院 路天寅 2018103406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3 商学院 强帅 2018103406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3 商学院 沈文俊 201810340447z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1 商学院 石梦瑶 2018103409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1 商学院 王楠 201810340925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3 商学院 王艺晓 201710340418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级财务会计 zb1030042 3 商学院 王勇 2018103404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法律英语一 zb1110010 2
外国语学院

冯璐璐 201711140105
随上课班级考试

法律英语一 zb1110010 1
外国语学院

刘晨 201611140123
随上课班级考试

法律英语一 zb1110010 2
外国语学院

王曦言 201711140101
随上课班级考试

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2
外国语学院

安皓轩 20151040301
随上课班级考试

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1
外国语学院

胡珊珊 201711140102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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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1
外国语学院

黄仕明 201711140106
随上课班级考试

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1
外国语学院

蒋明茹 201611140104
随上课班级考试

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1
外国语学院

刘慧 201711140129
随上课班级考试

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1
外国语学院

王淼 201711140228
随上课班级考试

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1
外国语学院

王曦言 201711140101
随上课班级考试

高级英语分级一 zb1110014 1
外国语学院

张玉婷 2017111401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英汉笔译 zb1110048 3
外国语学院

刘晨 201611140123
随上课班级考试

英语文学选读(上) zb1110052 1
外国语学院

段文倩 20151040217
随上课班级考试

英语文学选读(上) zb1110052 1
外国语学院

李鑫 2017111402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英语文学选读(上) zb1110052 1
外国语学院

王曦言 201711140101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语言学导论 zb1110060 2
外国语学院

安皓轩 20151040301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语言学导论 zb1110060 2
外国语学院

段文倩 20151040217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语言学导论 zb1110060 1
外国语学院

查彦轲 201711140134z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语言学导论 zb1110060 1
外国语学院

黄仕明 201711140106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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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导论 zb1110060 1
外国语学院

李清扬 201711140132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语言学导论 zb1110060 1
外国语学院

刘慧 201711140129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语言学导论 zb1110060 1
外国语学院

王淼 201711140228
随上课班级考试

阅读分级一 zb1110065 1
外国语学院

武贤燕 2018111401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阅读分级一 zb1110065 1
外国语学院

张小涛 2018111401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综合商务英语分级一 zb1110074 1
外国语学院

鲁瑾睿 2017111403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编剧概论 zb1120001 1
新闻传播学院

胡志铭 2018112409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编剧概论 zb1120001 1
新闻传播学院

唐姚姚 2018112408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出版与数字出版概论 zb1120002 1
新闻传播学院

周宇欣 201911240144z
随上课班级考试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实验课) zb1120010 1
新闻传播学院

方浩 201711240538
随上课班级考试

非线性编辑制作技术(实验课) zb1120010 3
新闻传播学院

付佳琦 2017112404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采访 zb1120013 3
新闻传播学院

李亚 20181124010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5 1
新闻传播学院

旦增曲尼 20171124021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1
新闻传播学院

胡志铭 2018112409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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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1
新闻传播学院

李禀楠 20181124042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3
新闻传播学院

唐大柱 201511403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3
新闻传播学院

唐欣雨 201811240628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3
新闻传播学院

王梦婕 201811240824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3
新闻传播学院

徐治文 2018112406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3
新闻传播学院

詹甜甜 201811240808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3
新闻传播学院

张淼 2018112408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1
新闻传播学院

赵育雪 20181124040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5 1
新闻传播学院

周宇欣 201911240144z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播电视传播概论 zb1120014 3
新闻传播学院

周姿含 2018112406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告学概论 zb1120020 2
新闻传播学院

陈梦溪 2017112402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广告学概论 zb1120020 2
新闻传播学院

周宇欣 201911240144z
随上课班级考试

摄像基础 zb1120026 1
新闻传播学院

胡志铭 2018112409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戏剧概论 zb1120036 1
新闻传播学院

邓添龙 2018112408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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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概论 zb1120036 1
新闻传播学院

寇常锦 201811240909
随上课班级考试

现代汉语 zb1120061 1
新闻传播学院

唐大柱 201511403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媒体编辑 zb1120071 1
新闻传播学院

吴歆玥 201711240318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2 2
新闻传播学院

安喆 2017112402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4
新闻传播学院

蔡轶伦 2017112407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2 3
新闻传播学院

旦增曲尼 201711240213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4
新闻传播学院

方浩 201711240538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4
新闻传播学院

高思凡 201711240408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2
新闻传播学院

胡林海 2017112404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4
新闻传播学院

黄婧 2017112406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3
新闻传播学院

刘一凡 201711240540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3
新闻传播学院

卢沐晗 2017112406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2
新闻传播学院

唐清 201711240708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4
新闻传播学院

万理 201711240734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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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2 2
新闻传播学院

王雨轩 201711240235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4
新闻传播学院

杨承天 2017112406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2
新闻传播学院

杨凡樱 2017112407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2 3
新闻传播学院

雍晓彤 2017112402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 zb1120041 4
新闻传播学院

周雨洁 2017112404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外纪录片研究 zb1120057 1
新闻传播学院

高思凡 201711240408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外纪录片研究 zb1120057 1
新闻传播学院

黄婧 201711240607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外纪录片研究 zb1120057 3
新闻传播学院

刘一凡 201711240540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外纪录片研究 zb1120057 1
新闻传播学院

卢沐晗 2017112406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外纪录片研究 zb1120057 3
新闻传播学院

杨承天 2017112406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外纪录片研究 zb1120057 3
新闻传播学院

周雨洁 2017112404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外戏剧史 zb1120059 1
新闻传播学院

寇常锦 201811240909
随上课班级考试

法律职业伦理 zb1040001 1
刑事法学院

刘律琛 2017116404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法律职业伦理 zb1040001 2
刑事法学院

毛婷 201710440135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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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伦理 zb1040001 18
刑事法学院

尤越 2017107401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犯罪学 zb1040032 1
刑事法学院

王珩 201711040328
随上课班级考试

犯罪学 zb1040032 1
刑事法学院

王毅深 2017110403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犯罪学 zb1040032 1
刑事法学院

张肈天 20161104030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5
刑事法学院

曹鎔琛 2018110406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3
刑事法学院

陈一晶 20181164022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1
刑事法学院

段超凡 20181104072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3
刑事法学院

段朝瑞 2018110402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1
刑事法学院

胡启瑞 20181104072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5
刑事法学院

谢华远 2016105404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5
刑事法学院

张烨炫 20181164032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5
刑事法学院

周成霖 20181104040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上) zb1040019 5
刑事法学院

周益燕 2017107403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11
刑事法学院

白铄 201710540141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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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下) zb1040020 22
刑事法学院

蔡佳雯 2017106402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36
刑事法学院

贺阳 201710640238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22
刑事法学院

雷虎成 201710640738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12
刑事法学院

刘苑琳 20171064072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11
刑事法学院

乔茜 2017106402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15
刑事法学院

宋雨馨 201710540718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2
刑事法学院

孙昕乐 2017108402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2
刑事法学院

王李凡 20171074044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36
刑事法学院

吴越人 201610440114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2
刑事法学院

杨威 201710840416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36
刑事法学院

余菲洋 201710640229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7
刑事法学院

张晨 2017105407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法学(下) zb1040020 29
刑事法学院

赵德欣 201811040124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事诉讼法学 zb1040025 1
刑事法学院

郭展赫 201711040203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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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学 zb1040025 1
刑事法学院

刘大千 2016110407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刑事诉讼法学 zb1040025 3
刑事法学院

王浩飞 201711040539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证据法学 zb1040028 28
刑事法学院

郭子成 201710640640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证据法学 zb1040028 17
刑事法学院

吕学慧 201507402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证据法学 zb1040028 2
刑事法学院

王臻庆 201710440142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证据法学 zb1040028 15
刑事法学院

肖静昕 2017105406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证据法学 zb1040028 7
刑事法学院

周宇轩 20171084051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工作概论 zb1010014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柯兵 20181014033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工作行政 zb1010015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依丽米努日·阿曼尼拉 201710140309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调查与统计 zb1010016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胡西旦木·买合木提 201810940213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调查与统计 zb1010016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霍一圻 20181094022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 zb1010018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白智名 2017101402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 zb1010018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高宁 201710140229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 zb1010018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靳子栋 201810140241z
随上课班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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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柴长龙 2018101403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段岩松 2017101403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康旭成 2017101403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柯兵 20181014033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李发鑫 2018101403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李延文 20171014031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刘福星 201810140332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王博 201710140330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统计学及其应用(实验课) zb1010019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赵佳旸 201810140331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区工作 zb1010024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段岩松 2017101403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区工作 zb1010024 1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依丽米努日·阿曼尼拉 201710140309
随上课班级考试

公共政策学 zb1090015 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雨行 201710940138z
随上课班级考试

行政管理学 zb1090027 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朱中意 20171094040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保险学 zb1090040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金泽燚 2018109405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2020-2021学年上（秋季）学期专业必修课重修考试安排  （随班考试）

课程名称   课程号    重修课序号 开课学院 姓名 学号 考试班级 确认签名

社会保险学 zb1090040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哲溪 2018109405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保险学 zb1090040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史哲溪 201810940434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保险学 zb1090040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王铜 201810940436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保险学 zb1090040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杨冬仔 201810940535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保险学 zb1090040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严博 201810940433
随上课班级考试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概论 zb1090041 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朱中意 201710940405
随上课班级考试

外交学概论 zb1090045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钰 201710940627
随上课班级考试

西方政治思想史 zb1090048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张渤 201910940128z
随上课班级考试

中国政治思想史 zb1090062 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索朗德央 201810940119
随上课班级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