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2020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证件号码录取研究方向

(001)经济学院 唐湘  80.87510322********4328(020101)政治经济学 (0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001)经济学院 李璐  77.10130203********5127(020101)政治经济学 (0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001)经济学院 谢燕娜  76.77350524********2525(020101)政治经济学 (0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001)经济学院 张振继  71.10445224********6912(020101)政治经济学 (0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001)经济学院 陈悦  85.33522122********1263(020101)政治经济学 (02)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001)经济学院 田原  72.50513030********0047(020101)政治经济学 (02)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001)经济学院 李威  64.99413023********5718(020101)政治经济学 (02)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001)经济学院 王佳辉  81.33332624********182X(020101)政治经济学 (03)经济转型与发展

(001)经济学院 李欣芮  80.50511025********8947(020103)经济史 (01)近现代金融史

(001)经济学院 蔡淑娟  72.83350681********0527(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001)经济学院 宋晓雯  65.57370323********0222(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001)经济学院 张浩洁  83.33330381********6726(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经济学与微观应用

(001)经济学院 周智力  79.00511681********2279(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经济学与微观应用

(001)经济学院 杨晗硕  73.66210102********4718(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与人口经济学

(001)经济学院 冯琳  71.30120223********146X(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经济学与微观应用

(001)经济学院 王静  91.00371328********6028(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001)经济学院 牛海琦  83.00411202********0029(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001)经济学院 曹金孟  81.00411425********244X(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001)经济学院 杨雯  79.00350521********0048(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001)经济学院 赵雅婷  75.57500224********9109(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001)经济学院 刘丽娇  65.30511528********6444(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001)经济学院 王进取  65.08340322********1613(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001)经济学院 杨怡清  86.17441381********7129(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01)经济学院 曾紫芸  84.34350424********002X(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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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经济学院 张鸿暄  70.83350426********1022(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001)经济学院 陈美彤  88.34211002********4820(020104)西方经济学 (05)机制设计理论与实践

(001)经济学院 吴思懿  80.43330424********0027(020104)西方经济学 (05)机制设计理论与实践

(001)经济学院 赵梁佛  87.98513029********0011(020104)西方经济学 (06)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001)经济学院 郭艳芬  68.37350521********726X(020105)世界经济 (01)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经济

(001)经济学院 胡涛  75.40511304********1011(020105)世界经济 (03)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

(001)经济学院 陆廷珲  73.43321182********0017(020105)世界经济 (04)国际资本市场与投资

(001)经济学院 陈诗旭  89.83622826********0463(0201Z2)发展经济学 (01)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001)经济学院 黄越  75.00500102********0286(0201Z2)发展经济学 (01)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001)经济学院 程艺璇  90.33612327********0021(0201Z2)发展经济学 (03)贫困与发展研究

(001)经济学院 文晏梅  78.27511523********0649(020201)国民经济学 (01)国民经济运行研究

(001)经济学院 周璇  74.67142703********3329(020201)国民经济学 (01)国民经济运行研究

(001)经济学院 郭芊  89.00513721********6224(020201)国民经济学 (02)宏观经济调控研究

(001)经济学院 刘全莉  86.00622424********0449(020201)国民经济学 (02)宏观经济调控研究

(001)经济学院 丁艳琪  85.00230407********0021(020201)国民经济学 (02)宏观经济调控研究

(001)经济学院 乔莹莹  75.57372330********546X(020202)区域经济学 (01)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001)经济学院 林敏  75.30140502********9560(020202)区域经济学 (01)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001)经济学院 杨皓越  90.57500225********0042(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001)经济学院 杨锓瑶  79.27510107********3421(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001)经济学院 秦峻岩  72.70411329********2520(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001)经济学院 王者风  67.07413026********0315(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001)经济学院 何璐  66.80510681********4824(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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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财政税务学院 余曼  85.60500101********0446(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002)财政税务学院 林婕  77.80460004********0828(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002)财政税务学院 高胜茹  70.04210503********2127(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李亚杰  79.87411104********0045(020203)财政学 (03)财政理论与制度研究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晓娇  73.00532331********262X(020203)财政学 (04)公共经济与预算管理研究

(002)财政税务学院 何晶  81.72632128********0525(020203)财政学 (05)公共投资项目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吕芊芊  80.07612326********4742(020203)财政学 (05)公共投资项目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凌语阳  86.00230106********3220(0202Z6)税收学 (02)税法与税收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曹育  81.27511322********1328(0202Z6)税收学 (02)税法与税收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李睿婕  87.33530126********0029(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琪  80.04510823********4149(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朱乂文  78.40412726********5903(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冯双驰  77.92513030********7520(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梓伊  71.24410502********5062(0202Z6)税收学 (04)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紫桐  91.20150203********272X(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孙琳  87.67370613********0529(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邱露华  82.78510131********0527(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熊慧林  79.40421122********2123(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代玲琳  75.80500232********004X(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钰  85.11230523********0429(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朱凌婧  84.60520121********0026(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谭欣芮  82.42500106********8522(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郭云琴  79.14522225********904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吕艳妮  78.87422801********1220(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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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财政税务学院 邓秋越  77.66510521********536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高荣  75.64140303********084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祁雪  74.22622727********8342(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杨家启  72.76412726********2537(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杨梦露  91.67654101********052X(025300)税务 (02)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范靖爽  88.33210882********1220(025300)税务 (02)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徐思宇  84.17231181********1729(025300)税务 (02)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博  78.66510802********1714(025300)税务 (02)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欣茹  93.17150204********0627(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胡金月  86.17511126********1825(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孙如宏  85.33513426********1311(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文秋月  85.17430922********6826(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罗森  84.00510521********7390(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艾紫琳  83.73522221********0829(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周林林  81.93513701********5025(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宋露  76.08500224********3904(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熊晟业  74.96362502********0810(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田源  72.50422828********002X(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002)财政税务学院 严章瑶  86.50522529********3620(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2)财政税务学院 党宁  84.67410883********0344(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2)财政税务学院 宋叶微  83.73510123********3428(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2)财政税务学院 尤磊  83.36140729********005X(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2)财政税务学院 朱同德  81.94130821********7996(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陈琪  81.56131026********8225(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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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财政税务学院 周梦  81.38522321********1247(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2)财政税务学院 蒋梦元  80.06520103********5622(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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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杨雅婷  90.07412825********202X(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罗斯元  84.80510105********3541(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颜心悦  81.84360321********7546(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罗新雨  80.57510322********3328(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许馨予  80.07410811********0028(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吴淇心  79.37330726********3923(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杨敏杰  78.60412828********184X(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张舸航  69.17372301********0347(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003)金融学院 张书颖  86.37210311********272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熊崎淞  85.83420102********4012(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戴亚彤  85.07370686********0427(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姜钰鑫  84.20230707********0016(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王琳  83.30510724********2449(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唐硕  83.30410728********9867(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王少华  83.07142726********3324(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何林芮  82.74500234********0027(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杨薇薇  81.30410183********154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青娴  80.80511302********4322(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于洪波  80.33412728********0532(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蔡婉玥  80.27410481********9023(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段一帆  80.03341221********5242(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李珂瑾  79.50220103********1622(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003)金融学院 代晴  87.93130602********0344(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周岚  86.60510502********222X(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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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王涛  86.40411282********6014(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高银  84.97500231********1042(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赵瑾萱  84.97370181********1120(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李钰琪  84.50140227********2626(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陈周子  83.23520102********1222(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李霜  82.57510121********3081(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何慧慧  80.60412801********1122(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魏亚玲  80.54513722********4922(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余诗韫  80.17510129********0020(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王艳芳  79.90342422********2083(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王雨荷  72.83510402********0947(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003)金融学院 刘中枚  89.67421003********2321(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003)金融学院 李佳丽  83.40341221********8028(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003)金融学院 李泞辰  79.30513902********0064(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003)金融学院 蔡涛莎  83.23513001********0042(020204)金融学 (05)财富管理

(003)金融学院 李永立  82.53440681********0415(020204)金融学 (05)财富管理

(003)金融学院 过慈换  82.17342626********1425(020204)金融学 (05)财富管理

(003)金融学院 刘津铭  85.20210304********1024(020204)金融学 (06)行为金融

(003)金融学院 张静  79.68510622********6023(020204)金融学 (06)行为金融

(003)金融学院 刘子豪  83.30230103********1615(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003)金融学院 陈春  78.44511621********278X(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003)金融学院 叶韵函  78.30510122********6445(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003)金融学院 史皓铭  75.82510104********2378(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003)金融学院 廖妮  74.70500221********4040(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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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黄玮宗  87.00330105********0038(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刘雯  86.40510682********6809(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刘敬  84.16510904********1917(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杨清源  84.07321002********7314(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朱雯琪  84.03511322********3384(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王超特  83.03330381********0911(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余鑫  83.03510622********3925(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黎茜茹  78.59430503********2520(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张献军  76.26412727********1650(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张雨菲  76.15510132********0028(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003)金融学院 王梦  85.46513001********0241(0202Z2)金融工程 (05)金融大数据

(003)金融学院 彭博彦  83.37420801********4034(0202Z2)金融工程 (05)金融大数据

(003)金融学院 邓贯勋  79.04412824********7513(0202Z2)金融工程 (05)金融大数据

(003)金融学院 王新月  84.67130426********002X(0202Z4)信用管理 (01)个人消费金融

(003)金融学院 龙霖萱  83.47430202********3022(0202Z4)信用管理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003)金融学院 王馨璐  83.47230206********0244(0202Z4)信用管理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003)金融学院 宋媛媛  91.03513433********58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吴悠  90.30510923********71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谭烨  88.96510623********00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钟涛  87.54510922********027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熊文丰  87.20500102********003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钱柳  86.94330227********274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陶荣航  86.90513922********657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高恒飞  86.03510183********003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页码 8      共37页



西南财经大学2020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证件号码录取研究方向

(003)金融学院 樊云杉  85.83511381********027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宋开心  85.83510823********387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李怡兰  85.77513901********340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刘柯贝  85.70513902********788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梁潇月  85.50510703********12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王思纯  85.13140107********39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周桂瑶  85.13520113********24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孙梦鸽  84.87430723********00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曹胜旗  84.10510107********216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黄彩玉  83.50511025********02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陈温馨  83.27330327********064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彭先科  83.23513021********00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郝文惠  83.03210323********206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罗琦瑶  82.90362525********00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黄尧  82.83510108********09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李薇  82.60130230********00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杨皓月  82.17500105********121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文艺  82.17230506********13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晏崴  82.10510184********00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聂滢如  82.10411481********18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居晓玲  81.67320826********02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马莉  81.50513022********634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夏雪  81.40342901********64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杨越  81.37510311********053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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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杜奕蓁  81.10330782********494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尹显莉  81.00510603********766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李思佳  80.84341204********084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徐林汝  80.74330381********34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王师师  80.47510724********12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庞倩茹  80.37510724********28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冯鹤鸣  80.13140521********603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赵亦文  79.97320602********051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戴晨瑜  79.53511324********00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江宏振  79.50342401********617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王倩玉  78.97210211********24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李想  78.84411521********441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常佳宁  78.17210102********10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曹旸  77.77330424********361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张馨予  76.77510682********024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杜星星  76.57411503********53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唐焕茜  76.27511528********56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郑芷瑶  75.64510108********182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003)金融学院 丁典  75.54210102********281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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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赵辰雨  83.10342530********002X(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

(004)工商管理学院 胡卓越  85.89420624********1324(020205)产业经济学 (02)产业组织、规制与竞争政策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媛  84.88500221********5124(020205)产业经济学 (02)产业组织、规制与竞争政策

(004)工商管理学院 易琳  82.68360902********3424(020205)产业经济学 (02)产业组织、规制与竞争政策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与桐  85.58222404********0026(0202Z8)消费经济学 (02)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市场研究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雪娇  80.85511023********6321(0202Z9)流通经济学 (02)流通渠道研究

(004)工商管理学院 何希来  89.60500109********0428(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金融智能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杨雅洁  93.30500107********9421(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04)工商管理学院 孔悦  88.30412725********2260(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津池  85.55211202********1282(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04)工商管理学院 贾煜鸿  83.55612523********0823(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04)工商管理学院 林丽  88.95352201********0027(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梦  85.09340621********3229(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004)工商管理学院 赵丽娜  84.70659001********5226(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杨婉涓  83.80510522********6922(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004)工商管理学院 吴雪  83.65340222********6321(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珏慧  90.78620102********5317(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晨雨  86.80500105********2820(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004)工商管理学院 周乐婧  85.75510181********2527(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佳恒  85.60513824********0021(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紫梦  84.33420821********5525(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杨红娟  85.18622623********0326(120202)企业管理 (04)运作及信息化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甘检红  85.18362202********5546(120203)旅游管理 (01)旅游企业运营与服务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孙枫岚  85.94510726********0519(120203)旅游管理 (02)旅游投融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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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骆晶晶  88.24512021********4823(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瑞  87.22532124********072X(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004)工商管理学院 赵艺岚  84.60510723********0044(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004)工商管理学院 付子怡  89.80500234********4123(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兰心  86.68522224********2023(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004)工商管理学院 胡佳玲  84.85513722********720X(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泽阳  84.40410883********0026(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晓艺  84.23510121********784X(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004)工商管理学院 史浩华  85.45140107********3027(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绩效与薪酬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袁川鸿  90.20511102********0023(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1)金融服务营销

(004)工商管理学院 毛子慧  93.88420111********4087(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施怡  87.85513901********6448(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立芹  85.15131082********5604(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004)工商管理学院 贺瑶  86.99513821********9042(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4)营销组织关系与行为研究

(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左南  89.25522321********0026(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思伊  89.20500228********2865(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冯菊  88.90130107********1828(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龚永志  87.10500231********6038(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袁琳  85.30211421********2624(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罗诗琪  84.30500225********7769(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栾亚飞  83.65130826********5020(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党娅茹  89.34620103********3023(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1)企业物流经营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徐皓嵩  89.05510402********0936(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1)企业物流经营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廖俊杰  86.78511011********2812(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1)企业物流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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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朱筱歌  84.50410105********0045(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1)企业物流经营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何斐  86.03510904********7527(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2)网络零售与电商物流

(004)工商管理学院 朱叶波  86.70513901********1014(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雪妮  85.38130402********3322(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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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国际商学院 史庭岳  87.33210212********0521(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05)国际商学院 彭淼  86.02411024********0011(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05)国际商学院 高源  85.50210105********2516(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05)国际商学院 郭凇辰  85.46410224********0021(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05)国际商学院 汤琰  82.22342601********0421(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05)国际商学院 刘畅  77.46510113********5624(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05)国际商学院 缪惠洁  88.56330382********5520(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005)国际商学院 张明月  86.44612423********0027(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005)国际商学院 叶淇  84.34440102********002X(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005)国际商学院 李曦  83.66500228********0026(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005)国际商学院 程逸璐  82.30350302********0029(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005)国际商学院 王楚菁  81.22131125********0028(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005)国际商学院 张锦锦  73.04411023********6025(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005)国际商学院 辛悦  83.50410102********0044(020206)国际贸易学 (03)国际服务贸易

(005)国际商学院 金秋泓  86.17350121********3727(020206)国际贸易学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005)国际商学院 刘菁宇  83.32370284********0029(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005)国际商学院 刘欢  89.00510322********3839(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005)国际商学院 万采文  86.67370602********0211(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005)国际商学院 高德润  85.67513126********0427(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005)国际商学院 王逸凡  83.76610104********112X(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005)国际商学院 王梓豪  82.58510683********1517(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005)国际商学院 罗莎莎  78.08654121********2847(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005)国际商学院 徐梁  90.17232332********0024(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005)国际商学院 李雨欣  75.18141181********0028(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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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国际商学院 潘鑫潮  85.78330304********5414(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005)国际商学院 杨思睿  82.62510108********0929(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005)国际商学院 张佳佳  82.00421224********1929(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005)国际商学院 叶家麟  83.68510402********0913(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005)国际商学院 安珍妮  82.70142733********002X(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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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刘孟含  83.90510311********6628(020208)统计学 (01)宏观经济统计

(006)统计学院 牟征程  81.27522501********1648(020208)统计学 (01)宏观经济统计

(006)统计学院 王敏  78.60510724********6127(020208)统计学 (01)宏观经济统计

(006)统计学院 李在巧  88.17211202********5026(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贺文静  87.00610404********6525(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于静  85.17232700********4206(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薛莹  84.27411328********7205(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王睿雪  84.00610104********7322(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刘雯  79.97513901********1025(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姜莹花  76.47622922********0027(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褚天骄  73.63411325********8621(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陈淑仪  87.17210311********242X(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曾筱雅  87.11430681********9346(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史文慧  86.30140411********4833(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宋银银  82.83411303********4867(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黄森  82.33411402********0571(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黄柳  82.17511181********5735(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陈敬婷  81.00432524********0027(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张琴  71.50140411********4026(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006)统计学院 李啸阳  84.83340203********0514(020209)数量经济学 (02)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006)统计学院 徐琳  91.40620403********0028(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杨璇  86.70513922********6801(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叶璐  85.84500234********2184(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罗安  85.83411521********4663(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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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曹雅筠  85.50500105********1287(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雍春娇  85.00513030********0327(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张若飞  81.53622126********1219(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胡素婷  67.03362228********4425(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刘芳  91.33511025********6729(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张馨予  86.00511702********2225(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陈磊  62.50621222********1314(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高帅  60.87511011********8751(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006)统计学院 张委强  89.37500382********0035(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戴璐忆  88.54330781********6324(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邓鉴珂  88.50500383********056X(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刘明宇  87.00341221********8512(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毛雯娟  84.54622102********1827(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许雪  82.00511324********6604(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王婕  81.13370923********1523(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叶璐  77.20500113********7848(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张行健  74.20210112********0214(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006)统计学院 蔡雨昕  87.60511102********2028(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龚梓阳  86.36654001********0316(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董满霞  85.24622424********0466(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黄鑫华  84.53510724********2820(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杨卓  83.03632521********0629(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汪依  80.00511126********2322(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王源权  77.63500381********0213(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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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江自豪  75.80430426********0034(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何孟霜  70.63511622********3421(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宁旭  69.90510122********6014(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06)统计学院 杨彦青  87.50522601********0021(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006)统计学院 罗浩  70.90411202********0036(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006)统计学院 胡加敏  80.27510182********0666(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服务科学与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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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牟思蓓  85.17500101********0224(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郑双  85.00430524********1224(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石敏  84.78653130********062X(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杨镒玮  84.67210113********002X(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马剑文  84.17652328********002X(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周赛金  84.17320681********4420(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郝洋  83.33210204********578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何岸  83.33210603********0020(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一涵  83.11211202********278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艺霖  83.04460102********1221(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罗敏  82.53360723********2826(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曲欣然  80.67230102********072X(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白逸飏  78.80320502********075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方雪凝  78.00412722********2026(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程芹  77.68513721********4826(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黎竹祝  77.27520121********3849(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秦慧颖  74.90410821********008X(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游玉婷  74.54510521********018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刘钰  74.15511525********034X(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屈子意  72.93513124********0169(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夏青华  70.12652301********6440(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付天赋  67.44231181********404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玉彬  88.67500225********0320(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姚淑琴  77.47431223********1623(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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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董甄  77.00620423********2015(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相锐  69.00371102********6018(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周悦  83.17513030********7820(020204)金融学 (03)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赫慧娜  74.53412726********7528(020204)金融学 (03)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徐哲源  88.33330921********1510(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鲁俊  83.83340221********465X(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罗瑞  80.47522730********0082(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郭晓茹  80.07410901********0828(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哲钊  79.66130602********0314(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修梓峰  76.36220122********071X(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邓云婷  72.16500108********5521(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李菊英  69.00500236********7141(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杨茹  87.50152634********3629(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罗姝  84.83450332********0048(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胡潞鸿  80.20360730********5427(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张洛宁  79.60210106********0948(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钟宇  78.10360782********009X(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曲宁  75.66411325********2344(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佳钰  74.76620302********0627(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秦仕琳  73.87410326********554X(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欢  67.52340123********3116(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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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钟钰  87.55362502********0625(020204)金融学 (01)证券市场运行与监管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顾湘  72.40230704********0029(020204)金融学 (01)证券市场运行与监管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韩宜懂  70.75410922********1335(020204)金融学 (01)证券市场运行与监管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乔兰  87.00510112********004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与期货投资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秦嘉  86.00513922********3811(020204)金融学 (02)证券与期货投资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王思清  70.75321084********551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与期货投资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骆云天  91.75130104********1812(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白清源  82.55210603********0034(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蒋金花  78.95500230********0283(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黎丁榕  78.95511024********0384(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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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公共管理学院 冯思绮  83.77510623********0028(020207)劳动经济学 (02)劳动关系与劳动政策

(009)公共管理学院 陈虹雨  80.50500228********0041(020207)劳动经济学 (02)劳动关系与劳动政策

(009)公共管理学院 彭园鸿  81.27510121********782X(0202J4)公共经济制度与政策 (03)卫生经济与卫生政策

(009)公共管理学院 唐金蓉  83.13510623********6121(1201J3)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创新(02)政府治理创新理论与实践

(009)公共管理学院 舒文骏  84.90360502********0937(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绩效评估与管理

(009)公共管理学院 刘亦飞  81.47370704********2426(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绩效评估与管理

(009)公共管理学院 邓毅  83.30510525********0025(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员工激励与薪酬管理

(009)公共管理学院 张钦峰  80.97370321********3330(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3)员工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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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孙锦格  84.67410381********2028(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会计学院 邓婉琪  84.44360122********0027(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会计学院 陈玉妹  83.40341181********6426(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会计学院 吴秀玲  80.86330726********3923(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会计学院 陈思静  79.80513825********162X(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0)会计学院 谷雨  86.90500107********7721(120201)会计学 (01)会计理论研究

(010)会计学院 蒋镇夏  88.24513401********0833(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颜婷玉  83.16510108********002X(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孙炜玥  82.50230103********2424(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梁明秋  88.40510683********8121(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梁淑娴  83.80412726********0445(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胡俊杰  83.37140225********0099(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研究

(010)会计学院 丛新悦  83.20210204********2221(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左年政  88.04500224********2413(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黄作雍  86.47220202********4811(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罗乐熙  81.77511304********7826(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刘瀞忆  86.50130705********152X(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方温柔  86.50331082********8264(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李嘉仪  86.04150202********362X(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庞新月  84.93513221********0222(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刘天红  84.06511025********8042(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廖望  82.03360102********5320(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王冬琳  80.87510812********0423(1202Z7)审计学 (01)审计理论研究

(010)会计学院 高宝媛  85.20130705********0026(1202Z7)审计学 (02)政府审计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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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刘潇爽  84.80511024********0021(1202Z7)审计学 (02)政府审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赵人桦  84.83510921********0025(1202Z7)审计学 (03)独立审计与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马荔丽  83.80513126********0040(1202Z7)审计学 (03)独立审计与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

(010)会计学院 程可名  89.84510104********047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吴柳蓉  88.90452128********00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郑娟  88.70522124********086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刘浩洋  88.47510108********091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余彦茜  88.26510603********594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杨震  87.44500226********001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姜瑶  87.20513822********020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耿秋鑫  86.40220281********744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徐晨航  86.23350421********00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潘玉丰  86.14210103********121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杨思琪  86.03530129********00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朱欣语  86.00320583********02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张合伟  85.87372328********004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刘雨桐  85.73210381********164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丁可涵  85.66320981********02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王艺曼  85.63330621********004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郑迪  85.54500242********826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孙卓妃  85.50140105********08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吕心舒  85.50210213********00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徐晓晨  85.47142703********00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李鑫蕊  85.43140624********004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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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邓子琳  85.20510922********034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伏晏乐  85.13511526********03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崔乂夕  85.10500240********20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王家慧  84.94130529********13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褚庆玲  84.90120222********04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张誉警  84.80532728********12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王淼  84.44372901********00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邱少娟  84.37440582********294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王盼琴  84.34430223********224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邬雨婷  84.33330184********45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周润  84.20510182********764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卢蓥  84.04510821********006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曾渝  83.97500383********040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郑冰晶  83.94500381********08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赵婧汝  83.93620104********11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闫莹  83.80500101********332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王杉杉  83.70210283********102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张诗雨  83.60511623********504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丁龙锦  83.46210702********08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陈雪媛  83.13513432********00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刘玉霖  83.10360102********24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张丽  83.06500235********588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刘君茹  83.04620103********102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代红林  83.00510125********28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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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黄茂绮  82.87511123********004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兰林熙  82.76510121********004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黄依彤  82.76341122********56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蒋睿敏  82.70430481********004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陈燕秋  82.50511522********00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林竞嘉  82.27350181********154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翁隽洁  82.17331082********470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朱馨玉  82.14650103********32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罗雪婷  82.14420583********07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邓素珍  82.00432522********140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郎玮  81.93532128********256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杨皓容  81.74510281********344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刘茜  81.67360313********154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史秀莹  81.63230221********24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金丹翎  81.56330324********040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范淑婧  81.47342522********03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董涵雨  81.44410421********00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赵文琪  81.43510181********67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柳紫云  81.17360102********202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姜楠  81.07210703********364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曹婧  81.00513002********00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田婧  80.93410103********006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姚扬  80.87370681********52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杨丽  80.24511525********476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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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游钦滟  80.20500234********00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税琳  79.94510181********194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王欣  79.54513901********062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高天泽  79.37210281********081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蒋金燕  76.94500225********034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010)会计学院 杨筱  75.80142622********05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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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鲜晓静  88.80630102********2520(020204)金融学 (01)互联网金融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廖寅超  88.05511112********0013(020204)金融学 (02)金融科技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陈越  83.59511323********2363(020204)金融学 (02)金融科技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席星一  88.65612325********0868(0202Z3)金融贸易电子商务 (02)支付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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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经贸外语学院 杨尚林  86.40511112********0311(0502Z1)商务英语研究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2)经贸外语学院 付韦华  85.56650106********0824(0502Z1)商务英语研究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2)经贸外语学院 蔡佩妍  83.04440683********1140(0502Z1)商务英语研究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2)经贸外语学院 蔡铮  91.33421126********4768(055102)英语口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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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保险学院 王馨苗  92.67610402********0806(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韩双瑞  90.33510183********7966(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许紫葳  88.63511126********5927(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蒋佳融  88.24630104********0020(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朱芳  85.79320324********1104(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韩树宁  84.90231026********0329(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褚安楠  81.71412822********2661(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徐秀莹  70.01510322********8748(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013)保险学院 朱明笙  90.21210602********2025(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013)保险学院 朱雅祁  89.75320113********202X(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013)保险学院 袁润  87.34513321********1045(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013)保险学院 张国栋  91.75360424********3038(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013)保险学院 李杨阵  86.42412725********3825(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013)保险学院 刘旺  84.79511902********015X(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013)保险学院 赵月  83.42150304********3024(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013)保险学院 任畅  90.83510723********0026(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张磬晨  89.59510104********1466(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岳熹  88.00513722********004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夏冰  87.67342622********0626(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黎星欣  86.74500102********3005(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徐婧  86.18321202********0322(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闫天然  86.17370882********1226(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张馨月  84.08522423********6024(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程迪  83.96410901********4049(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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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保险学院 黄心一  83.71422823********4503(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陈麒羽  82.50522401********016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张柳凤  82.14430523********7220(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卢舒  82.08372922********4763(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倪文婷  79.79340122********6467(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013)保险学院 李新萍  89.00533522********0828(120404)社会保障 (01)社会保险理论

(013)保险学院 高水英  86.02370321********0028(120404)社会保障 (01)社会保险理论

(013)保险学院 袁粼馨  85.29510703********0046(120404)社会保障 (01)社会保险理论

(013)保险学院 郭安南  82.00130634********0023(120404)社会保障 (01)社会保险理论

(013)保险学院 严文玉  87.33513902********9446(120404)社会保障 (03)企业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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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法学院 张梦雅  68.50341222********5988(0201Z1)法律经济学 (02)法律的经济分析

(015)法学院 丁欢  81.37510122********8781(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研究

(015)法学院 李稚宁  75.45352225********6047(030107)经济法学 (03)财税法研究

(015)法学院 冉智勤  83.78520103********3627(035101)法律（非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015)法学院 王睿清  80.02630102********042X(035101)法律（非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015)法学院 郑钰琪  79.50510502********0026(035101)法律（非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015)法学院 曹斌祥  74.32362502********5612(035101)法律（非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015)法学院 倪昕  84.68510104********3165(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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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体育学院 张沛然  89.60210202********6419(1204Z1)体育事业管理 (03)体育产业管理

(019)体育学院 饶傲  88.94510603********5936(1204Z1)体育事业管理 (03)体育产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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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经济数学学院 丁川倪  92.80511323********2823(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020)经济数学学院 郭琪琪  90.20350181********1742(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020)经济数学学院 杨斯琴  85.50500225********6869(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020)经济数学学院 吴晓慧  76.10362334********4622(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020)经济数学学院 梁婕莹  87.30350104********156X(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020)经济数学学院 肖瑶  77.30432503********5689(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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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毛淑晴  90.17330881********2125(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祝华珠  87.90522626********3223(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张晓颖  85.76130127********0925(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康佳颖  70.50610102********3583(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赵迷  73.50511602********6593(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公共政策研究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徐媛媛  71.34340122********0925(020104)西方经济学 (04)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田楚蜀  90.46511025********881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谭苏航  72.50511322********103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苏芸  65.50510112********212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白静  71.17610628********0023(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董梦瑶  67.84130903********2324(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刘俞宏  89.33371081********5626(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杨丹宁  88.00142223********0042(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马媛  79.14642221********090X(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余泓宇  62.84500222********1621(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秦玥  74.67370684********1028(120202)企业管理 (03)运作及信息化管理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刘欣慧  71.50220106********8420(120202)企业管理 (03)运作及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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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 张星民  92.67530112********0312(0202J5)农业经济学 (01)城乡统筹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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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人文学院 杨凯麟  90.20433124********0029(1202Z8)媒体经营管理 (02)传媒产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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