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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307111691219 吕培进 男 山东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兰州大学 法律 公共管理 政府与企业关

系
定向 包国宪 71.0 85.0 156

2 107307111691218 刘青川 男 吉林大学 会计学 兰州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与企业关

系
非定向 包国宪 56.0 84.0 140

3 107307111691185 关斌 男 兰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兰州大学 企业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治理与公

共政策
定向 包国宪 66.0 71.0 137

4 107307111691233 岳晓 女 兰州大学 哲学 兰州大学 工商管理 政府绩效管理
政府绩效治理

理论与方法
定向 包国宪 58.0 71.0 129

5 107307111691223 王斌 男 兰州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兰州大学 企业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决策与公

共项目管理
非定向 柴国荣 56.0 76.0 132

6 107307111691205 王杰 男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会计学 新疆财经大学 企业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 非定向 丁志刚 65.0 90.0 155

7 107307111691206 曾越 男 河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
中共吉林省委

党校
中共党史 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 定向 丁志刚 51.0 91.0 142

8 107307111691207 马小飞 男 兰州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研究
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 定向 丁志刚 52.0 81.0 133

9 107307111691191 古志文 男 湖北大学 档案学 中国人民大学 档案学 公共管理
政府治理与公

共政策
定向 韩国明 74.0 64.0 138

10 107307111691186 张航 男 山东大学 旅游管理 山东大学 企业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治理与公

共政策
定向 韩国明 59.0 78.0 137

11 107307111691188 蔡泽山 男 西北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西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治理与公

共政策
非定向 何文盛 61.0 90.0 151

12 107307111691194 王焱 男 兰州大学 行政管理 兰州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政府治理与公

共政策
定向 何文盛 67.0 67.0 134

13 107307111691214 李强 男 兰州大学 法学 西北师范大学 社会学 公共管理 民族行政发展 定向 李少惠 69.0 87.0 156

14 107307111691211 王婷 女 兰州大学 行政管理 兰州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民族行政发展 非定向 李少惠 61.0 82.0 143

15 107307111691210 倪端梅 女 西安工业大学 行政管理 云南师范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民族行政发展 非定向 李少惠 63.0 78.0 141

16 107307111691213 张玉强 男 楚雄师范学院 市场营销 云南民族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民族行政发展 少骨 李少惠 31.0 77.0 108

17 107307123690314 王超 男 山东建筑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
兰州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 硕博连读 沙勇忠

18 107307111691237 赵发珍 男 东北师范大学 图书馆学 东北师范大学 情报学 政府绩效管理
政府绩效信息

与测量技术
非定向 沙勇忠 64.0 90.0 154

19 107307111691204 邵瑞华 女 河南师范大学 物理学 兰州大学 理论物理 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管理 定向 沙勇忠 61.0 70.0 131

20 107307111691239 靳军宝 男 河北农业大学 生物工程 天津大学 生物化工 政府绩效管理
政府绩效信息

与测量技术
定向 沙勇忠 51.0 75.0 126

21 107307111691231 林伟纯 女 兰州大学 旅游管理 兰州大学 旅游管理 公共管理
可持续发展与

环境政策
非定向 吴建祖 73.0 92.0 165

22 107307111691228 王蓉娟 女 长春中医药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兰州大学 公共卫生 公共管理
可持续发展与

环境政策
非定向 吴建祖 55.0 75.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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