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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报名资格初审合格考生名单公示 

 

根据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学士

学位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我校对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考生报名材料

进行了资格审核，现将通过初审的考生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至 8 月 29

日 16:30 结束，公示名单见附件 1。考生若对审核结果有异议，请于公示

结束前工作时段（上午 9:30-11:30，下午 14:30-16:30）致电招生就业指

导处（024-86574436）实名反映，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未按规定方式

反馈意见无效。 

初审合格考生按报考专业考核要求参加考核，考核时间为 8 月 30 日

（具体考试时间以各专业通知为准），未按要求参加线上考核者视为自动

放弃考核资格。此次考核不接受缓考和免考申请。各专业考核咨询电话见

附件 2。 

考生应诚信考试，提前认真阅读学校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如考生不

遵守招生考试纪律，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等行为的，

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

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报名、考核、录取资格或学籍。 

考生身体条件需符合录取专业相关要求，入学后学校将统一组织体检，

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 

我校将于 8月 30日 20：00在招生信息网（zs.synu.edu.cn）公布拟

录取结果。为避免重复录取，请拟录取考生将《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

二学士学位录取申请》或《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放弃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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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于 8 月 31 日 12：00 前发送到邮箱（sysfdxexw@163.com）中。我

校根据《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录取申请》确定最终录取名

单，并于 8 月 31 日 18：00 公布。对未提交《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

学士学位录取申请》或《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放弃录取申

请》的考生造成的相关后果，由考生自行负责。 

附件：1.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报名资格初审合格考生名单 

2.沈阳师范大学 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考核咨询电话 

3.沈阳师范大学 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录取申请 

4.沈阳师范大学 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放弃录取申请 

 

沈阳师范大学 

2020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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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报名资格初审合格考生名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报考专业 

001 苏晴 女 412829********6025 表演 

002 王大禹 男 430321********7916 表演 

003 杨文 男 411224********5211 表演 

004 巴书恒 男 210105********4910 法学 

005 蔡佰真 男 210404********2119 法学 

006 陈腾远 男 140402********2016 法学 

007 党少清 女 152825********002X 法学 

008 高吉朋 男 372301********0319 法学 

009 关盛泽 男 220581********0375 法学 

010 候纪伟 男 412829********6039 法学 

011 冀洪涛 男 150421********003X 法学 

012 晋永平 女 142202********4465 法学 

013 康昊 男 230802********0939 法学 

014 林晓敏 女 450821********2847 法学 

015 刘欣毅 男 430481********3950 法学 

016 马铭远 女 231002********0046 法学 

017 马榕泽 女 152825********0027 法学 

018 秦圆媛 女 230502********0320 法学 

019 舒媛媛 女 420521********0721 法学 

020 苏禹冰 男 211381********0210 法学 

021 王光辉 男 342401********9436 法学 

022 王袁媛 女 620104********0828 法学 

023 胥建东 男 222424********4910 法学 

024 薛雨心 男 210114********4511 法学 

025 张启帆 男 410523********9330 法学 

026 郑雯倩 女 210682********0023 法学 

027 刘钰颖 女 140202********4023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028 孙经伦 男 220106********9011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029 孙琦 男 210503********0332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030 辛海涵 女 220112********0024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031 叶英杰 女 210124********2423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032 赵婧 女 370481********0020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033 鲍竹欣 女 211103********004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34 卞玉汝 女 370883********4220 汉语言文学（师范） 

035 陈皓 男 120223********4071 汉语言文学（师范） 

036 陈晓玲 女 440981********8821 汉语言文学（师范） 

037 陈奕霖 女 370284********0420 汉语言文学（师范） 

038 陈雨婷 女 330329********3263 汉语言文学（师范） 

039 程嘉怡 女 210504********0521 汉语言文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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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崔凯祺 女 210113********0025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1 单雨聘 女 130923********0523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2 韩佳乐 女 211302********0442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3 韩婧琳 女 211202********1020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4 韩明霞 女 370982********4362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5 何晶晶 女 210304********3828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6 侯莹 女 231123********0123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7 胡俊洁 女 371426********5241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8 胡帅 男 342201********3214 汉语言文学（师范） 

049 黄雯婷 女 230603********4026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0 黄哲 女 210213********002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1 纪俊臣 男 220882********6016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2 姜冠名 女 220183********0247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3 姜小闯 男 321322********8813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4 蒋淑静  女 411627********0645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5 瞿秋怡 女 120106********4522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6 孔春燕 女 654122********3123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7 郎明楠 女 210213********0548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8 李安欣 女 211403********962X 汉语言文学（师范） 

059 李碧玲 女 430381********7826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0 李佳慧 女 210902********254X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1 李竟楠 女 211103********2325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2 李芮琪 女 210105********432X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3 李世康 女 120225********4686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4 李书凝 女 211103********2528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5 李帅 男 211322********2290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6 李旭 女 371526********3223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7 李昭燃 女 220221********010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8 李仲霖 男 371521********6617 汉语言文学（师范） 

069 梁璐 女 220104********1824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0 陆英 女 310115********3820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1 吕晓姝 女 210521********002X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2 栾润实 女 210802********0526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3 罗文青 女 352227********1321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4 马勍 女 152301********502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5 牛晓琳 女 130434********1642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6 裴莲 女 210422********0044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7 裴仕玉 男 370481********061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8 裴艳春 女 210111********7124 汉语言文学（师范） 

079 彭川针 男 511522********0914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0 祁倩 女 320324********5707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1 秦富豪 男 410402********5737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2 权睿 女 410402********556X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3 卻发美 女 522725********8146 汉语言文学（师范） 



 

5 
 

084 史润泽 男 211022********0030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5 苏萌 女 231121********5224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6 孙佳琦 女 152128********122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7 唐静 女 510703********3520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8 涂思竹 女 510922********0327 汉语言文学（师范） 

089 王敏 女 130303********2642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0 王鹏 女 220503********0725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1 王小虎 男 341222********7192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2 王晓雯 女 331082********0027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3 王雅颐 女 210802********4025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4 王彦平 女 220181********0028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5 王雁 女 330184********182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6 王晔 男 320482********2819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7 王怡欢 女 371002********8825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8 王子铭 男 211202********0032 汉语言文学（师范） 

099 王紫荆 女 120101********5026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0 谢瑜 女 441381********2728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1 熊康利 男 441882********3934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2 徐佩仪 女 440182********1227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3 许菲菲 女 412825********1524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4 尹航 女 152127********2763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5 袁硕阳 女 152701********0922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6 张倩 女 340821********2720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7 张思宇 女 530111********5022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8 张馨 女 500232********3549 汉语言文学（师范） 

109 张星 女 140203********3924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0 张毓皎 女 610523********4523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1 张悦 女 371525********1726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2 张泽华 女 440510********0023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3 赵佳慧 女 120222********602X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4 赵利薇 女 130524********0545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5 赵守之 男 210103********0617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6 赵香怡   女 230122********3565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7 郑钦涵 女 370685********0624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8 郑新月 女 130625********5929 汉语言文学（师范） 

119 周晓晗 女 211103********1126 汉语言文学（师范） 

120 朱玲 女 522501********2029 汉语言文学（师范） 

121 刘钊忻 男 130223********0616 化学（师范） 

122 罗鸣 女 370125********5641 化学（师范） 

123 马兴业 男 231025********0312 化学（师范） 

124 毛梓楠 男 410482********0515 化学（师范） 

125 孙佳彬 女 220722********3048 化学（师范） 

126 王慧婷 女 310104********4429 化学（师范） 

127 张珊珊 女 232330********4227 化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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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章楚含 女 654123********6261 化学（师范） 

129 于晓月 女 120221********30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0 李子彤 女 610523********5462 教育技术学（师范） 

131 赵文琦 女 210311********2429 教育技术学（师范） 

132 曹子安 女 370703********0325 教育学（师范） 

133 程泽瀛 女 371202********0046 教育学（师范） 

134 崔金楠 女 610122********7521 教育学（师范） 

135 董丹丹 女 130124********2722 教育学（师范） 

136 李荣 女 142227********1027 教育学（师范） 

137 李屹林 女 210804********1040 教育学（师范） 

138 刘雅娴 女 141182********0027 教育学（师范） 

139 毛宇华 男 330501********1615 教育学（师范） 

140 史海燕 女 140122********2026 教育学（师范） 

141 史宇 女 130631********022X 教育学（师范） 

142 宋颂 女 340621********9021 教育学（师范） 

143 孙杨   女 210281********5524 教育学（师范） 

144 吴天伟 男 321181********5471 教育学（师范） 

145 徐豪峰 男 330723********1919 教育学（师范） 

146 杨晋华 女 142228********0024 教育学（师范） 

147 杨天歌 女 152224********0523 教育学（师范） 

148 张超 女 230281********0021 教育学（师范） 

149 张子祎 女 211381********4129 教育学（师范） 

150 赵明月 女 210603********4028 教育学（师范） 

151 支孟涛 男 142726********3019 教育学（师范） 

152 周楠 女 152301********6022 教育学（师范） 

153 曹魏 男 130525********0076 金融学 

154 陈凯东 男 445221********531X 生物科学（师范） 

155 官彦勤 女 420303********2067 生物科学（师范） 

156 苗怀阳 男 220722********1610 生物科学（师范） 

157 孙晗 女 230122********0189 生物科学（师范） 

158 薛林林 女 210922********0024 生物科学（师范） 

159 白凯妮 女 210804********1025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0 关少宏 男 152801********0635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1 郭东妍 女 210302********2425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2 康成博 男 211282********0813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3 兰佳棋   女 120224********6627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4 李柏月 女 130282********082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5 李鸣柳 男 140105********051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6 梁乃心 男 210103********601X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7 刘琦 男 412728********1653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8 刘倩 女 340505********0048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69 刘斯祺 女 210921********0269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0 陆淼 女 320483********5027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1 马全鸿 男 370302********0513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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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彭淼 女 220722********402X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3 钱月 女 421302********4827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4 孙炎鸿 女 210202********4221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5 王成 男 220821********7214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6 吴品康 男 210323********3510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7 吴自双 男 522229********1410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8 徐佳颖 女 120225********6042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79 徐晟昊 女 370321********3940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80 曾嘉欣 女 440112********0021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81 赵鑫宇 男 120222********2918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82 庄金磊 男 330482********0314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183 郭薇旭 女 130123********5426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84 何建鹏 男 513002********5431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85 胡登玉 女 511025********0328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86 李盈滢 女 210304********3422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87 李宇楠 女 130825********0029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28 马万里 男 370282********0319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88 商赫 女 210902********3527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89 孙冉冉 男 371524********5212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0 王博一 男 652302********0515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1 王石玉 男 610112********4519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2 王艺凝 女 210304********1243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3 温俊煜 男 441522********2753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4 杨博 男 622301********0570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5 杨晓章 男 370205********5512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6 臧洋 女 210283********8229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7 张敏 女 130803********0424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8 张晓燕 女 372325********0821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199 赵美玲    女 130224********4720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200 白英赤 男 210423********2011 物理学（师范） 

201 董春芃 男 210302********2117 物理学（师范） 

202 季宏阳 男 210381********2713 物理学（师范） 

203 姜立寅 男 210281********6814 物理学（师范） 

204 赖晓辉 男 441623********0015 物理学（师范） 

205 李景颢 男 231004********0911 物理学（师范） 

206 李欣蔚 女 210303********2326 物理学（师范） 

207 李泽彬 男 210311********0318 物理学（师范） 

208 梁庆鸿 男 440921********8016 物理学（师范） 

209 钱宇晖 男 330481********6017 物理学（师范） 

210 魏鑫 男 211402********0018 物理学（师范） 

211 许晓 女 210221********6028 物理学（师范） 

212 杨威 男 321322********1014 物理学（师范） 

213 杨洋 女 210921********2327 物理学（师范） 

214 姚久义 男 321181********6310 物理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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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钟鹏 男 210921********0010 物理学（师范）  

216 陈东雪 女 211224********7468 小学教育（师范） 

217 程雅文 女 342501********7422 小学教育（师范） 

218 储楚 女 211221********0060 小学教育（师范） 

219 刁钰 女 210281********4325 小学教育（师范） 

220 费露露 女 340881********2622 小学教育（师范） 

221 付雯煜 女 370481********002X 小学教育（师范） 

222 巩睿 女 130302********162X 小学教育（师范） 

223 李瑞 女 110111********0083 小学教育（师范） 

224 李恬欣 女 440507********2027 小学教育（师范） 

225 刘银露 女 350500********2828 小学教育（师范） 

226 鲁泽华 男 622826********1917 小学教育（师范） 

227 吕莹玉 女 211103********1726 小学教育（师范） 

229 孟心悦 女 622801********006X 小学教育（师范） 

230 孟心悦 女 210105********432X 小学教育（师范） 

231 石璐铭 女 410105********0041 小学教育（师范） 

232 汤喆 女 210404********3025 小学教育（师范） 

233 王东旭 女 211321********7822 小学教育（师范） 

234 武小璇 女 130502********0024 小学教育（师范） 

235 徐波 女 210213********6021 小学教育（师范） 

236 许怡晨 女 220104********0320 小学教育（师范） 

237 薛惠心 女 370211********2022 小学教育（师范） 

238 薛雯雯 女 372325********2865 小学教育（师范） 

239 杨琛媛 女 152822********0528 小学教育（师范） 

240 叶琳  女 350102********5823 小学教育（师范） 

241 张安然 女 371502********682X 小学教育（师范） 

242 张连辉 女 370181********0040 小学教育（师范） 

243 张通 男 370403********7215 小学教育（师范） 

244 张鑫元 女 210105********4024 小学教育（师范） 

245 张研 女 120106********5527 小学教育（师范） 

246 高丹 女 150221********1326 学前教育（师范） 

247 李凯乐 男 110224********0014 学前教育（师范） 

248 万蕾 女 370284********0428 学前教育（师范） 

249 周婷 女 320123********1427 学前教育（师范） 

250 纪执帅 女 120223********3547 音乐表演 

251 王辰旭 女 211121********4028 音乐表演 

252 窦月 女 341182********0024 音乐学（师范） 

253 胡佳艺 女 222406********1527 音乐学（师范） 

254 刘冬纯子 女 210321********5023 音乐学（师范） 

255 粟觅 女 511621********1900 音乐学（师范） 

256 王诗妍 女 652701********0829 音乐学（师范） 

257 王益章 男 210281********6419 音乐学（师范） 

258 谢鑫楠 女 230381********004X 音乐学（师范） 

259 薛添 女 320113********2049 音乐学（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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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白瑞雪 女 371203********3222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1 曹媛 女 230602********2528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2 方迪 女 220822********0067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3 郝明傲 男 210106********0317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4 黄富 男 452731********4212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5 李朗朗 女 210781********1220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6 任婧瑶 女 222401********0029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7 田雨桐 女 211004********0328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8 王蒙 男 211422********0612 应用心理学（师范） 

269 杨欢 女 211421********1827 应用心理学（师范） 

270 杨钰馨 女 130323********3627 应用心理学（师范） 

271 张艺湉 女 370283********002X 应用心理学（师范） 

272 周泓宇 男 371121********0010 应用心理学（师范） 

273 毕铭轩 男 220602********0610 英语（师范） 

274 曹春红 女 130822********6220 英语（师范） 

275 陈玲 女 522427********4428 英语（师范） 

276 陈浏茜 女 410402********5607 英语（师范） 

277 陈瑶 女 321027********3625 英语（师范） 

278 褚天舒 女 211481********0662 英语（师范） 

279 崔丹丹 女 370322********0227 英语（师范） 

280 邓瑞泽 男 210212********3519 英语（师范） 

281 段雨姗 女 530112********054X 英语（师范） 

282 甘泉 男 230202********2015 英语（师范） 

283 高智健 男 130203********0635 英语（师范） 

284 姜倩倩 女 330683********242X 英语（师范） 

285 蒋京 男 140227********0513 英语（师范） 

286 李红伟 男 532331********2811 英语（师范） 

287 李金峰 女 412723********0045 英语（师范） 

288 李世扬 男 120106********1515 英语（师范） 

289 李艺柰 女 410183********1023 英语（师范） 

290 蔺雨浓 女 211224********7628 英语（师范） 

291 刘丹 女 211121********2020 英语（师范） 

292 刘乐乐 男 142601********1318 英语（师范） 

293 刘美麟 女 210902********5525 英语（师范） 

294 刘阳 男 371102********2931 英语（师范） 

295 芦亚楠   女 650204********1522 英语（师范） 

296 庞慧 女 130402********3620 英语（师范） 

297 庞馨妍 女 230121********3643 英语（师范） 

298 彭妃 女 320682********1029 英语（师范） 

299 祁萁 女 210124********1629 英语（师范） 

300 舒兴隆 男 210381********5317 英语（师范） 

301 苏伟 女 130103********0622 英语（师范） 

302 孙佳楠 女 210123********3025 英语（师范） 

303 孙熙婕 女 210504********1088 英语（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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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孙羽涵 女 220502********0222 英语（师范） 

305 谭俏琳 女 210102********5322 英语（师范） 

306 王聪   女 211021********6924 英语（师范） 

307 王楠 女 230406********0222 英语（师范） 

308 王倩文 女 321282********4221 英语（师范） 

309 王苒 女 410504********0524 英语（师范） 

310 王斯靓 女 211403********8221 英语（师范） 

311 王恬 女 210902********1521 英语（师范） 

312 晏芬 女 421123********6824 英语（师范） 

313 杨冠宇 女 210727********6922 英语（师范） 

314 于萍 女 211382********2424 英语（师范） 

315 张畅 女 220284********0623 英语（师范） 

316 张乐 女 132201********2883 英语（师范） 

317 张猛 男 150426********6071 英语（师范） 

318 张宇琦 女 210106********4021 英语（师范） 

319 周宇 女 370124********4520 英语（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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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考核咨询电话 

 

表演专业：15904094009 吕老师 

法学专业：024-86593037 李老师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024-86592478 柳老师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专业：024-86592478 柳老师 

化学（师范）专业：024-86574216 黄老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024-86591044 王老师 

教育技术学（师范）：024-86593278 班老师 

教育学（师范）专业：024-86592509 霍老师 

应用心理学（师范）专业：024-86592509 霍老师 

金融学专业：024-86578687 侯老师 

生物科学（师范）专业：024-86593299 金老师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15142014379 蔡老师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024-86592404 李老师 

物理学（师范）专业：024-86593284 吕老师 

学前教育（师范）专业：024-86506627 武老师 

小学教育（师范）专业：024-86506627 武老师 

音乐表演专业：024-86592017 李老师 

音乐学（师范）专业：024-86592017 李老师 

英语（师范）专业：024-86592534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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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录取申请 

 

沈阳师范大学：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报考贵校

第二学士学位                    专业，成绩合格，申请录取。本人承

诺在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考试中，只参加沈阳师范大学的录取，如

造成“重复录取”现象，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身份证照片： 

 

 

 

 

 

 

 

申请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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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沈阳师范大学 2020 年第二学士学位放弃录取申请 

 

沈阳师范大学： 

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                  ，报考贵校第二

学士学位                    专业，成绩合格。本人自愿放弃贵校录取，

一切后顾自负。 

身份证照片： 

 

 

 

 

 

 

 

放弃录取申请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