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2022 年旅游管理专业硕士非全日制 MTA 招生考试调剂复试结果 

复试专业 专业类型 复试方向 
复试学习

形式 
姓名 考生编号 初试各科成绩及总分 

复试成

绩 

录取成

绩 

是否

拟录

取 

备

注 

      政治 外语 业务 1 业务 2 总分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周洋 100552099980625  61 130  191 88.00 75.83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王翌文 100552399982991  58 121  179 90.60 75.13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王娇 100552399984365  72 109  181 87.60 73.97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张美璐 106102125400217  58 126  184 85.40 73.37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金怡 106102125400159  71 113  184 84.20 72.77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刘妍卿 100522011104928  58 122  180 85.40 72.70 否 

已被其

他院校

录取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王琬辰 100552099982735  49 134  183 82.80 71.90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付晓冉 100552099980060  63 129  192 79.20 71.60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刘董 100552399983469  48 124  172 84.80 71.07 是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荣盛凯 100552099982057  51 126  177 56.80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李雪军 106102125400048  63 121  184 54.00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陈月柳 103842213552221  65 116  181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翟希 100552099982711  62 112  174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甘伯惠 105932311714733  62 119  181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郭佳昕 100552399983566  83 100  183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胡殿溪 100552099980698  69 121  190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梁玮 100562000210235  71 127  198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吕壮壮 100552099982741  49 121  170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彭珍珍 106102125400259  54 130  184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容艳 100552099982496  85 134  219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杨林 100012000240119  80 118  198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尤瀛 100552099981765  54 137  191 -- -- 否  

旅游管理 专业硕士 不区分研究方向 非全日制 岳增瑞 100552099980127  59 139  198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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