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学生期末考试院考时间安排表（1）
时间：2019年7月9日上午   9:30-11:00

考试课程 考试区队 考生学号 考场人数 考试地点 主监考 辅监考

毛泽东思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

18级二大队10区队
单号 25 西102 张苏云 安美玲

双号 25 西104 安福强 安亚彬

18级二大队11区队
单号 26 西105 冯珣 陈旭

双号 25 西106 徐宏勋 陈旭栋

18级二大队12区队
单号 27 西107 白建军 高鹏鹏

双号 27 西111 叶兰萍 顾秉钰

18级二大队13区队
单号 31 西113 杨中华 胡文

双号 30 西202 马文新 黄涛

18级二大队14区队
单号 31 西203 张飞虎 李旭强

双号 30 西204 殷翔 李悦

18级二大队15区队
单号 30 西205 黄肃杨 刘刚

双号 30 西206 赵永臣 刘旌江

18级二大队16区队
单号 30 西207 梁晶蕊 刘鹏

双号 30 西211 李志贤 巨爱焕

18级二大队17区队
单号 30 西212 杨岩钰 刘世东

双号 30 西213 张文 刘稳妮

18级二大队18区队
单号 30 西214 段维功 刘亚龙

双号 30 西216 杨晓平 刘阳

18级二大队19区队
单号 30 西302 金鹏 莫莲娣

双号 30 西303 郑双玲 聂英斌

18级二大队1区队
单号 26 西304 李建军 钱家成

双号 25 西305 王承淑 石永平

18级二大队20区队
单号 30 西306 王树峰 宋博

双号 30 西307 魏杰 苏琳

18级二大队21区队
单号 30 西312 刘涵 苏武斌

双号 30 东101 李天明 唐占龙

18级二大队22区队 单双号 53 东102 张立 田荣

18级二大队23区队 单双号 48 东104 李青泽 田跃

18级二大队2区队
单号 26 东105 袁宪音 汪红梅

双号 25 东106 张军 王刚（庆）

18级二大队3区队 单双号 44 东202 骆廷文 王国荣

18级二大队4区队
单号 25 东103 曹新霞 王锦辉

双号 24 东111 陈梦 王旸

18级二大队5区队
单号 31 东112 王晨 王媛

双号 31 东113 王刚（兰） 王悦

18级二大队6区队
单号 31 东114 邓冰 魏文旻

双号 31 东115 高鹏 吴俊言

18级二大队7区队
单号 31 东116 王琦 徐鹏

双号 31 东201 韩敏 徐同德

18级二大队8区队 单双号 62 东204 郝小辉 闫志伟

18级二大队9区队
单号 31 东203 王芸 杨丹

双号 30 东205 景固平 杨德柱

18级四大队1区队
单号 30 东206 康瑞雪 杨宏

双号 30 东211 雷娟 杨欢

18级四大队2区队
单号 30 东212 李枋笑 叶星美

双号 30 东213 李刚 张凌瑞

18级四大队3区队
单号 25 东214 李梅琴 张梦杨

双号 24 东215 杨福泰 张明敏

18级四大队4区队
单号 31 东216 杨亚飞 张文斌

双号 30 东301 李炜年 张永斌

18级四大队5区队
单号 30 东302 杨婕 赵泽亮

双号 30 东303 马文娟 郑芮

18级四大队6区队
单号 30 东304 李瑛 郑雪

双号 30 东307 刘东 周国华

18级四大队7区队
单号 31 东308 孙靓梅 王慧敏

双号 30 东309 周丽萍 邹玉吉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学生期末考试院考时间安排表（2）
时间：2019年7月9日下午   14:30-16:00

考试课程 考试区队 考生学号 考场人数 考试地点 主监考 辅监考

安全防范技术
应用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安全保卫方向）22区队
单号 27 西102 曹新霞 安美玲

双号 27 西104 陈梦 安亚彬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安全保卫方向）23区队
单号 27 西105 王晨 陈旭

双号 26 西106 王刚（兰） 陈旭栋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20区队
单号 32 西107 邓冰 高鹏鹏

双号 31 西111 高鹏 顾秉钰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21区队
单号 32 西113 王琦 胡文

双号 31 西202 韩敏 黄涛

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

18级四大队1区队
单号 30 西304 郝小辉 李旭强

双号 30 西305 王芸 李悦

18级四大队2区队
单号 30 西306 景固平 刘刚

双号 30 西307 康瑞雪 刘旌江

18级四大队3区队
单号 30 西312 雷娟 刘鹏

双号 29 东101 李枋笑 巨爱焕

18级四大队4区队 单双号 61 东102 李刚 刘世东

18级四大队5区队 单双号 60 东104 李梅琴 刘稳妮

18级四大队6区队
单号 30 东103 杨福泰 刘亚龙

双号 30 东105 杨亚飞 刘阳

18级四大队7区队
单号 31 东106 李炜年 莫莲娣

双号 30 东111 杨婕 聂英斌

一大队社区矫正18区队
单号 27 东112 马文娟 钱家成

双号 26 东113 李瑛 石永平

一大队社区矫正19区队
单号 30 东114 刘东 宋博

双号 29 东115 孙靓梅 苏琳

一大队司法警务（会计方向）17区队 单双号 47 东202 周丽萍 苏武斌

一大队司法警务（文秘方向）16区队 单双号 51 东204 刘楠 唐占龙

一大队司法警务11区队
单号 30 东116 刘鹏里 田荣

双号 30 东201 徐同德 田跃

一大队司法警务12区队
单号 30 东203 闫志伟 汪红梅

双号 29 东205 杨丹 王刚（庆）

一大队司法警务13区队
单号 30 东206 杨德柱 王国荣

双号 30 东211 杨宏 王锦辉

一大队司法警务14区队
单号 30 东212 杨欢 王旸

双号 30 东213 叶星美 王媛

一大队司法警务15区队
单号 30 东214 张凌瑞 王悦

双号 29 东215 张梦杨 魏文旻

婚姻家庭法

18级二大队10区队
单号 25 东216 张明敏 吴俊言

双号 25 东301 张文斌 徐鹏

18级二大队11区队
单号 26 东302 张永斌 郑雪

双号 25 东303 赵泽亮 周国华

18级二大队12区队
单号 27 东304 郑芮 王慧敏

双号 27 东307 陈楠 邹玉吉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学生期末考试院考时间安排表（3）
时间：2019年7月10日上午   9:30-11:00

考试课程 考试区队 考生学号 考场人数 考试地点 主监考 辅监考

刑法

18级二大队10区队
单号 25 西102 张苏云 安美玲

双号 25 西104 安福强 安亚彬

18级二大队11区队
单号 26 西105 冯珣 陈旭

双号 25 西106 徐宏勋 陈旭栋

18级二大队12区队
单号 27 西107 白建军 高鹏鹏

双号 27 西111 叶兰萍 顾秉钰

18级二大队13区队
单号 31 西113 杨中华 胡文

双号 30 西202 马文新 黄涛

18级二大队14区队
单号 31 西203 张飞虎 李旭强

双号 30 西204 殷翔 李悦

18级二大队15区队
单号 30 西205 黄肃杨 刘刚

双号 30 西206 赵永臣 刘旌江

18级二大队16区队
单号 30 西207 梁晶蕊 刘鹏

双号 30 西211 李志贤 巨爱焕

18级二大队17区队
单号 30 西212 杨岩钰 刘世东

双号 30 西213 张文 刘稳妮

18级二大队18区队
单号 30 西214 段维功 刘亚龙

双号 30 西216 杨晓平 刘阳

18级二大队19区队
单号 30 西302 金鹏 莫莲娣

双号 30 西303 郑双玲 聂英斌

18级二大队1区队
单号 26 西304 李建军 钱家成

双号 25 西305 王承淑 石永平

18级二大队20区队
单号 30 西306 王树峰 宋博

双号 30 西307 魏杰 苏琳

18级二大队21区队
单号 30 西312 刘涵 苏武斌

双号 30 东101 李天明 唐占龙

18级二大队22区队 单双号 53 东102 张立 田荣

18级二大队23区队 单双号 48 东104 李青泽 田跃

18级二大队2区队
单号 26 东103 袁宪音 汪红梅

双号 25 东105 张军 王刚（庆）

18级二大队3区队 单双号 44 东202 骆廷文 王国荣

18级二大队4区队 单双号 49 东204 曹新霞 王锦辉

18级二大队5区队
单号 31 东106 陈梦 王旸

双号 31 东111 王晨 王媛

18级二大队6区队
单号 31 东112 王刚（兰） 王悦

双号 31 东113 邓冰 魏文旻

18级二大队7区队
单号 31 东114 高鹏 吴俊言

双号 31 东115 王琦 徐鹏

18级二大队8区队
单号 31 东116 韩敏 徐同德

双号 31 东201 郝小辉 闫志伟

18级二大队9区队
单号 31 东203 王芸 杨丹

双号 30 东205 景固平 杨德柱

公安基础知识

18级四大队1区队
单号 30 东206 康瑞雪 杨宏

双号 30 东211 雷娟 杨欢

18级四大队2区队
单号 30 东212 李枋笑 叶星美

双号 30 东213 李刚 张凌瑞

18级四大队3区队
单号 30 东214 李梅琴 张梦杨

双号 29 东215 杨福泰 张明敏

18级四大队4区队
单号 31 东216 杨亚飞 张文斌

双号 30 东301 李炜年 张永斌

18级四大队5区队
单号 30 东302 杨婕 赵泽亮

双号 30 东303 马文娟 郑芮

18级四大队6区队
单号 30 东304 李瑛 郑雪

双号 30 东307 刘东 周国华

18级四大队7区队
单号 31 东308 孙靓梅 王慧敏

双号 30 东309 周丽萍 邹玉吉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学生期末考试院考时间安排表（4）
时间：2019年7月10日下午   14:30-16:00

考试课程 考试区队 考生学号 考场人数 考试地点 主监考 辅监考

犯罪心理学

18级二大队5区队 单双号 62 东102 王树峰 安美玲

18级二大队6区队 单双号 62 东104 魏杰 安亚彬

18级二大队7区队
单号 31 东106 刘涵 陈旭

双号 31 东111 李天明 陈旭栋

18级二大队8区队
单号 31 东112 张立 高鹏鹏

双号 31 东113 李青泽 顾秉钰

18级二大队9区队
单号 31 东114 袁宪音 胡文

双号 30 东115 张军 黄涛

18级二大队13区队
单号 31 西102 骆廷文 李旭强

双号 30 西104 曹新霞 李悦

18级二大队14区队
单号 31 西105 陈梦 刘刚

双号 30 西106 王晨 刘旌江

18级二大队15区队
单号 30 西107 王刚（兰） 刘鹏

双号 30 西111 邓冰 巨爱焕

一大队社区矫正18区队
单号 27 西113 高鹏 刘世东

双号 26 西202 王琦 刘稳妮

一大队社区矫正19区队
单号 30 西203 韩敏 刘亚龙

双号 29 西204 郝小辉 刘阳

公安文书写作

四大队禁毒38区队 单双号 30 西205 王芸 莫莲娣

四大队经济犯罪侦查37区队 单双号 29 西206 景固平 聂英斌

四大队特警36区队 单双号 31 西207 康瑞雪 钱家成

四大队信息网络安全监察40区队 单双号 31 西211 雷娟 石永平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技术侦察方向）34区队 单双号 30 西212 李枋笑 宋博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33区队 单双号 32 西213 李刚 苏琳

四大队刑事侦查32区队 单双号 43 西214 李梅琴 苏武斌

四大队治安管理35区队 单双号 43 西216 杨福泰 唐占龙

警犬训练基础
理论

四大队警犬技术28区队
单号 25 西302 杨亚飞 田荣

双号 25 西303 李炜年 田跃

四大队警犬技术29区队
单号 25 西304 杨婕 汪红梅

双号 24 西305 马文娟 王刚（庆）

四大队警犬技术30区队
单号 25 西306 李瑛 王国荣

双号 25 西307 刘东 王锦辉

四大队警犬技术31区队
单号 25 西312 孙靓梅 王旸

双号 25 东101 周丽萍 王媛

突发事件与处
置

一大队网络舆情监测（安全保卫方向）25区队 单双号 39 东202 张梦杨 王悦

一大队网络舆情监测（安全保卫方向）26区队 单双号 39 东204 张明敏 魏文旻

一大队网络舆情监测24区队
单号 31 东205 张文斌 吴俊言

双号 31 东206 张永斌 徐鹏

社会治安管理

18级二大队1区队
单号 26 东211 赵泽亮 徐同德

双号 25 东212 郑芮 闫志伟

18级二大队2区队
单号 26 东213 郑雪 杨丹

双号 25 东214 周国华 杨德柱

18级二大队3区队
单号 22 东215 王慧敏 杨宏

双号 22 东216 邹玉吉 杨欢

18级二大队4区队
单号 25 东301 刘楠 叶星美

双号 24 东302 刘鹏里 张凌瑞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学生期末考试院考时间安排表（5）
时间：2019年7月11日上午  9:30-11:00

考试课程 考试区队 考生学号 考场人数 考试地点 主监考 辅监考

社区服刑人员
再犯防控

一大队社区矫正18区队
单号 27 西102 张苏云 安美玲

双号 26 西104 安福强 安亚彬

一大队社区矫正19区队
单号 30 西105 冯珣 陈旭

双号 29 西106 徐宏勋 陈旭栋

社区矫正理论
与实务

一大队司法警务（会计方向）17区队
单号 24 西107 白建军 高鹏鹏

双号 23 西111 叶兰萍 顾秉钰

一大队司法警务（文秘方向）16区队
单号 26 西113 杨中华 胡文

双号 25 西202 马文新 黄涛

一大队司法警务11区队
单号 30 西203 张飞虎 李旭强

双号 30 西204 殷翔 李悦

一大队司法警务12区队
单号 30 西205 黄肃杨 刘刚

双号 29 西206 赵永臣 刘旌江

一大队司法警务13区队
单号 30 西207 梁晶蕊 刘鹏

双号 30 西211 李志贤 巨爱焕

一大队司法警务14区队
单号 30 西212 杨岩钰 刘世东

双号 30 西213 张文 刘稳妮

一大队司法警务15区队
单号 30 西214 段维功 刘亚龙

双号 29 西216 杨晓平 刘阳

刑事诉讼法

四大队国内安全保卫27区队
单号 30 西302 金鹏 莫莲娣

双号 30 西303 郑双玲 聂英斌

四大队交通管理39区队
单号 21 西304 李建军 钱家成

双号 20 西305 王承淑 石永平

四大队禁毒38区队 单双号 30 西306 王树峰 宋博

四大队经济犯罪侦查37区队 单双号 29 西307 魏杰 苏琳

四大队警犬技术28区队
单号 25 西312 刘涵 苏武斌

双号 25 东101 李天明 唐占龙

四大队警犬技术29区队 单双号 49 东102 张立 田荣

四大队警犬技术30区队 单双号 50 东104 李青泽 田跃

四大队警犬技术31区队
单号 25 东103 袁宪音 汪红梅

双号 25 东105 张军 王刚（庆）

四大队特警36区队 单双号 31 东106 骆廷文 王国荣

四大队信息网络安全监察40区队 单双号 31 东111 曹新霞 王锦辉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技术侦察方向）34区队 单双号 30 东112 陈梦 王旸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33区队 单双号 32 东113 王晨 王媛

四大队刑事侦查32区队
单号 22 东114 王刚（兰） 王悦

双号 21 东115 邓冰 魏文旻

四大队治安管理35区队
单号 22 东116 高鹏 吴俊言

双号 21 东201 王琦 徐鹏

刑事侦查总论

18级四大队1区队 单双号 60 东202 韩敏 徐同德

18级四大队2区队 单双号 60 东204 郝小辉 闫志伟

18级四大队3区队
单号 30 东203 王芸 杨丹

双号 29 东205 景固平 杨德柱

大型活动安全
保卫

18级二大队16区队
单号 30 东206 康瑞雪 杨宏

双号 30 东211 雷娟 杨欢

18级二大队17区队
单号 30 东212 李枋笑 叶星美

双号 30 东213 李刚 张凌瑞

18级二大队18区队
单号 30 东214 李梅琴 张梦杨

双号 30 东215 杨福泰 张明敏

18级二大队19区队
单号 30 东216 杨亚飞 张文斌

双号 30 东301 李炜年 张永斌

18级二大队20区队
单号 30 东302 杨婕 赵泽亮

双号 30 东303 马文娟 郑芮

18级二大队21区队
单号 30 东304 李瑛 郑雪

双号 30 东307 刘东 周国华

18级四大队6区队
单号 30 东308 孙靓梅 王慧敏

双号 30 东309 周丽萍 邹玉吉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学生期末考试院考时间安排表（6）
时间：2019年7月11日下午  14:30-16:00

考试课程 考试区队 考生学号 考场人数 考试地点 主监考 辅监考

电子物证技术

四大队国内安全保卫27区队
单号 30 西102 李建军 安美玲

双号 30 西104 王承淑 安亚彬

四大队经济犯罪侦查37区队 单双号 29 西105 王树峰 陈旭

四大队信息网络安全监察40区队 单双号 30 西106 魏杰 陈旭栋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技术侦察方向）34区队 单双号 30 西107 刘涵 高鹏鹏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33区队 单双号 32 西111 李天明 顾秉钰

一大队信息安全与管理(安全保卫方向)5区队
单号 27 西113 张立 胡文

双号 26 西202 李青泽 黄涛

一大队信息安全与管理(安全保卫方向)6区队
单号 26 西203 袁宪音 李旭强

双号 25 西204 张军 李悦

一大队信息安全与管理(安全保卫方向)7区队
单号 28 西205 骆廷文 刘刚

双号 27 西206 曹新霞 刘旌江

一大队信息安全与管理(安全保卫方向)8区队
单号 27 西207 陈梦 刘鹏

双号 26 西211 王晨 巨爱焕

一大队信息安全与管理(信息化应用方向)9区队
单号 29 西212 王刚（兰） 刘世东

双号 29 西213 邓冰 刘稳妮

毒品犯罪案件
侦查

四大队禁毒38区队 单双号 30 西214 高鹏 刘亚龙

四大队刑事侦查32区队 单双号 43 西216 王琦 刘阳

犯罪学

18级二大队13区队
单号 31 西302 韩敏 莫莲娣

双号 30 西303 郝小辉 聂英斌

18级二大队14区队
单号 31 西304 王芸 钱家成

双号 30 西305 景固平 石永平

18级二大队15区队
单号 30 西306 康瑞雪 宋博

双号 30 西307 雷娟 苏琳

一大队社区矫正18区队
单号 27 西312 李枋笑 苏武斌

双号 26 东101 李刚 唐占龙

一大队社区矫正19区队 单双号 59 东102 李梅琴 田荣

司法警察业务
技能与实务

一大队司法警务（会计方向）17区队 单双号 47 东104 杨福泰 田跃

一大队司法警务（文秘方向）16区队
单号 26 东103 杨亚飞 汪红梅

双号 25 东105 李炜年 王刚（庆）

一大队司法警务11区队
单号 30 东106 杨婕 王国荣

双号 30 东111 马文娟 王锦辉

一大队司法警务12区队
单号 29 东112 李瑛 王旸

双号 29 东113 刘东 王媛

一大队司法警务13区队
单号 30 东114 孙靓梅 王悦

双号 30 东115 周丽萍 魏文旻

一大队司法警务14区队
单号 30 东116 张明敏 吴俊言

双号 30 东201 张文斌 徐鹏

一大队司法警务15区队 单双号 59 东202 张永斌 徐同德

公共安全危机
管理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安全保卫方向）22区队
单号 27 东203 赵泽亮 闫志伟

双号 27 东205 郑芮 杨丹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安全保卫方向）23区队
单号 27 东206 郑雪 杨德柱

双号 26 东211 周国华 杨宏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20区队
单号 32 东212 王慧敏 杨欢

双号 31 东213 邹玉吉 叶星美

一大队安全防范技术21区队
单号 32 东214 刘鹏里 张凌瑞

双号 30 东215 杜慧明 张梦杨

心理咨询技术 一大队心理咨询10区队 单双号 50 东204 段海龙 刘楠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学生期末考试院考时间安排表（7）
时间：2019年7月12日上午   9:30-11:00

考试课程 考试区队 考生学号 考场人数 考试地点 主监考 辅监考
刑事犯罪案件

侦查
四大队刑事侦查32区队 单双号 43 东102 石永平 王旸

刑事侦查

四大队国内安全保卫27区队
双号 30 东115 杨亚飞 胡文

单号 30 东116 李炜年 王悦

四大队交通管理39区队 单双号 41 东104 杨婕 魏文旻

四大队禁毒38区队 单双号 30 东114 马文娟 吴俊言

四大队经济犯罪侦查37区队 单双号 29 东203 李瑛 徐鹏

四大队警犬技术28区队 单双号 50 东204 刘东 徐同德

四大队警犬技术29区队 单双号 49 东202 孙靓梅 闫志伟

四大队警犬技术30区队
单号 25 东201 周丽萍 杨丹

双号 25 东205 刘刚 刘世东

四大队警犬技术31区队
单号 25 东206 巨爱焕 杨宏

双号 25 东211 张永斌 杨欢

四大队特警36区队 单双号 31 东212 赵泽亮 叶星美

四大队信息网络安全监察40区队 单双号 31 东213 郑芮 张凌瑞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技术侦察方向）34区队 单双号 30 东214 高鹏 张梦杨

四大队刑事科学技术33区队 单双号 32 东215 李枋笑 张明敏

四大队治安管理35区队
单号 22 东216 张文斌 田跃

双号 21 东301 王晨 邹玉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