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大学 2014 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云南大学 2014 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已确定，按规定现予以公

示。公示时间：2014 年 6 月 3 日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凡对以下拟录取

人员存有异议者，可于公示期内与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  

联系方式：0871-65033837，联系人：王老师。 

注： 

1、凡被我校和其它高校同时录取的博士考生，为避免上报教育部

数据重复，造成不能录取，请考生务必于公示期内联系研究生招生办公

室。 

2、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的考生必须将人事档案转入我校，拟

录取类别为“定向”的考生则不转人事档案，拟录取类别如有变动的考

生，请于公示期内联系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逾期不再变更。  

 

云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日 

  

附拟录取名单：（按专业代码+考生编号排序） 

 

考生编号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拟录取类别 

106734100000197 王见 020101 政治经济学 定向 

106734100000001 周艳丽 020102 经济思想史 定向 

106734100000004 黄蕾 020102 经济思想史 定向 

106734100000006 杨珂 020102 经济思想史 定向 

106734100000178 赵茂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定向 

106734100000208 刘朝阳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定向 



106734100000211 杨润天 020104 西方经济学 定向 

硕博连读 郭平 020104 西方经济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011 包伟杰 020105 世界经济 定向 

106734100000012 杨铖 020105 世界经济 非定向 

106734100000033 孙菲菲 020105 世界经济 定向 

106734100000036 边小东 020105 世界经济 定向 

106734100000189 张利军 020105 世界经济 定向 

106734100000191 金莉苹 020105 世界经济 定向 

硕博连读 梁巧玲 020105 世界经济 非定向 

106734100000199 曹洁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 
定向 

106734100000204 段海红 020106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 
定向 

106734100000209 傅智宏 0201Z1 ★能源经济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田永晓 0201Z1 ★能源经济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040 王庆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定向 

106734100000041 钱发维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定向 

106734100000042 余自华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定向 

106734100000047 姜素萍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定向 

106734100000053 夏文贵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定向 

106734100000056 张立国 030201 政治学理论 定向 

106734100000064 李庚伦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非定向 

106734100000065 苏紫程 030202 中外政治制度 定向 

106734100000623 马志翔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 
非定向 

106734100000631 张戈 030203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 
定向 

106734100000073 樊帅 030206 国际政治 定向 

106734100000075 冯纯纯 030206 国际政治 非定向 

106734100000589 李秀芳 030207 国际关系 定向 

106734100000607 庞孟昌 030207 国际关系 定向 

106734100000616 宁彧 030207 国际关系 非定向 

106734100000875 金珍 030207 国际关系 定向 

106734100000416 杨红巧 030401 民族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429 姚伟 030401 民族学 定向 



106734100000443 韩园园 030401 民族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450 徐菡 030401 民族学 定向 

106734100000453 张晗 030401 民族学 定向 

106734100000457 戚剑玲 030401 民族学 定向 

106734100000458 贾超芝杉 030401 民族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468 郑佳佳 030401 民族学 定向 

106734100000883 陈丽媛 030401 民族学 定向 

硕博连读 钟小鑫 030401 民族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638 马喜梅 0304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与政策 
定向 

106734100000642 贺勇 0304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与政策 
定向 

106734100000870 杜星梅 030403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非定向 

106734100000483 曾亮 030404 中国少数民族史 非定向 

106734100000894 杨芍 030404 中国少数民族史 定向 

106734100000223 沈玉菲 0304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定向 

106734100000232 太琼娥 030405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定向 

106734100000136 薛鸿 0304Z2 ★民族法学 定向 

106734100000139 赵璐 0304Z2 ★民族法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152 易军 0304Z2 ★民族法学 定向 

106734100000162 张艳华 0304Z2 ★民族法学 定向 

106734100000167 杜敏菊 0304Z2 ★民族法学 定向 

106734100000168 卢海燕 0304Z2 ★民族法学 定向 

106734100000474 崔璨 0304Z5 ★民族社会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650 周江涛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非定向 

106734100000658 查文静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非定向 

106734100000234 吴仕逵 050101 文艺学 定向 

106734100000245 王彩虹 050101 文艺学 定向 

106734100000264 段天婷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定向 

106734100000269 孟婕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272 袁亚军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定向 

106734100000277 邱健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298 王福丽 0501Z1 ★文化传播 非定向 

106734100000307 高莉莎 0501Z1 ★文化传播 定向 

106734100000311 林晓雁 060202 历史地理学 定向 



106734100000320 张伟文 060204 专门史 定向 

106734100000321 林海涛 060204 专门史 定向 

106734100000330 曹宇  专门史 非定向 

106734100000334 陈晨 060204 专门史 定向 

106734100000340 马秋菊 060204 专门史 非定向 

106734100000367 孙骁 060204 专门史 非定向 

106734100000341 李佳韩 060205 中国古代史 定向 

106734100000345 李明奎 060205 中国古代史 非定向 

106734100000347 董学荣 060205 中国古代史 定向 

106734100000360 金鑫 060206 中国近现代史 定向 

106734100000370 张文博 060206 中国近现代史 非定向 

106734100000362 邓仕海 0602Z1 ★中国边疆学 定向 

106734100000365 白义俊 0602Z1 ★中国边疆学 定向 

106734100000368 袁冰洁 0602Z1 ★中国边疆学 定向 

106734100000371 敖攀琴 0602Z1 ★中国边疆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391 左娅 0603L1 世界史 定向 

106734100000392 谷凯波 0603L1 世界史 定向 

106734100000401 邹怀强 0603L1 世界史 定向 

106734100000404 杜欣霓 0603L1 世界史 定向 

106734100000407 孙明涛 0603L1 世界史 非定向 

106734100000674 丁素云 070101 基础数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675 周兴伟 070101 基础数学 定向 

106734100000695 沈宗山 070101 基础数学 定向 

106734100000681 刘奇龙 070102 计算数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08 汪文俊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定向 

106734100000719 王松剑 07010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非定向 

106734100000689 王会玫 070104 应用数学 定向 

106734100000693 张彬彬 070104 应用数学 定向 

硕博连读 刘进静 070104 应用数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696 刘晓非 070105 运筹学与控制论 非定向 

106734100000828 鲍必文 070201 理论物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831 彭亚萍 070201 理论物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832 曹刚 070201 理论物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833 杨林静 070201 理论物理 定向 



硕博连读 杨青云 070201 理论物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834 黄柏林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非定向 

硕博连读 蔡燕兵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曾玮 070202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

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836 张裕敏 070205 凝聚态物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839 何守杰 070205 凝聚态物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841 肖雪春 070205 凝聚态物理 定向 

106734100000842 黄杨 070205 凝聚态物理 非定向 

硕博连读 舒启江 070205 凝聚态物理 非定向 

硕博连读 张涛 070205 凝聚态物理 非定向 

硕博连读 孟伟东 070207 光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817 王大伟 070301 无机化学 定向 

硕博连读 王凯民 070301 无机化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818 王帮进 070302 分析化学 定向 

106734100000825 刘金 070303 有机化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苟铨 070303 有机化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蒋昆明 070303 有机化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沈先福 070303 有机化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吴明江 070303 有机化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姜亮 070304 物理化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张建强 070304 物理化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848 谢屹然 070601 气象学 定向 

硕博连读 王麟 070601 气象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24 蔡艳飞 071001 植物学 定向 

106734100000731 代永东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33 马怡诚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800014110600005 赵倩茹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800014110600008 王银环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800014110600024 张宁宁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800014110600027 李静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800014110600089 华娟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800014110600103 李行任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陈壮壮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杨冠松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尹田鹏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钟宇 071001 植物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35 张栋儒 071002 动物学 定向 

106734100000747 韩龙 071005 微生物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48 张东华 071005 微生物学 定向 

106734100000755 李沁元 071005 微生物学 定向 

106734100000759 周晓罡 071005 微生物学 定向 

硕博连读 蒋明星 071005 微生物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陆朝军 071005 微生物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尹以瑞 071005 微生物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63 郭锡汉 071007 遗传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柳延虎 071007 遗传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汪思齐 071007 遗传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64 杜星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67 王文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戴利利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侯金波 0710Z1 ★进化生物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900 吴忠荣 0710Z2 ★保护生物学 定向 

106734100000903 罗敏 0710Z3 ★医学遗传学 定向 

106734100000905 付旭锋 0710Z3 ★医学遗传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保红坤 0710Z3 ★医学遗传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李茜 0710Z3 ★医学遗传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846 李永逵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定向 

106734100000847 胡静波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定向 

106734100000863 高提雷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定向 

106734100000865 段鹏 071102 系统分析与集成 定向 

106734100000774 杨桂英 071300 生态学 定向 

106734100000779 毛茜 071300 生态学 定向 

硕博连读 项希希 071300 生态学 非定向 

硕博连读 杨济达 071300 生态学 非定向 



106734100000782 杨燕平 0713Z1 ★跨境生态安全 定向 

106734100000783 宋静宜 0713Z1 ★跨境生态安全 非定向 

106734100000785 邱成 0713Z1 ★跨境生态安全 定向 

106734100000698 叶根 0714Z1 ★社会经济统计 非定向 

106734100000700 王治强 0714Z1 ★社会经济统计 非定向 

106734100000706 丁先文 0714Z2 ★应用统计 定向 

106734100000712 句媛媛 0714Z2 ★应用统计 非定向 

106734100000716 周俊梅 0714Z2 ★应用统计 定向 

106734100000718 吴莹 0714Z2 ★应用统计 定向 

106734100000794 方圆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 

106734100000799 董易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 

106734100000802 彭国琴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定向 

106734100000804 强振平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定向 

106734100000806 杨俊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定向 

106734100000812 刘曦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 

106734100000814 张坤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定向 

硕博连读 毛福春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非定向 

106734100000493 李俊 120202 企业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07 寸守栋 120202 企业管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512 林丽 120202 企业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22 马孟丽 120202 企业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23 马小雅 120202 企业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35 倪向丽 120203 旅游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43 张鹏杨 120203 旅游管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546 陈永涛 120203 旅游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57 刘静佳 120203 旅游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70 宋乐 120203 旅游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75 李鑫 120203 旅游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583 邵慧敏 120204 技术经济及管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094 祁润晶 120401 行政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096 陈然 120401 行政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097 高远飞 120401 行政管理 非定向 

106734100000106 李坤 120401 行政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111 徐薇 120401 行政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113 陈悦 120401 行政管理 定向 

106734100000126 刘为 120503 档案学 非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