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2021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证件号码录取研究方向 类型

(001)经济学院 罗莉  77.605222**********1647(020101)政治经济学 (0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陈鸿池  87.203505**********8518(020101)政治经济学 (0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袁艺清  82.545105**********0166(020101)政治经济学 (0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金渝  83.605002**********032X(020101)政治经济学 (02)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段小玉  81.005108**********2624(020101)政治经济学 (02)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晏宇翔  89.745101**********1277(020101)政治经济学 (02)市场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张瑞生  87.333709**********2671(020101)政治经济学 (03)经济转型与发展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刘文慧  81.931424**********7528(020103)经济史 (01)近现代金融史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许庆文  79.734127**********5589(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方平  80.275111**********4811(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王林林  73.601422**********3923(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冉依翎  86.734206**********0023(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钱扬琦  76.733623**********0029(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潘圣尧  86.275101**********0618(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王镇涛  79.003701**********2516(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何思筑  85.805201**********0426(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经济学与微观应用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江沛遥  86.475101**********0022(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经济学与微观应用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许月茹  84.003505**********8549(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徐瑭  88.003302**********0018(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硕士

(001)经济学院 王灿  74.275130**********2711(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蒲立峰  76.343503**********1662(020104)西方经济学 (03)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李妍  78.275116**********0041(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杨润熙  82.135130**********0015(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刘金婷  84.601302**********2327(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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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经济学院 杨金朋  90.004452**********5651(020104)西方经济学 (06)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 直博生

(001)经济学院 钱福檬  83.681521**********0327(020104)西方经济学 (06)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张楠馨  92.865101**********0262(020104)西方经济学 (06)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陈家浩  87.074453**********4511(020104)西方经济学 (06)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李雨桐  84.674112**********5525(020104)西方经济学 (06)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付漪  86.073408**********702X(020105)世界经济 (04)国际资本市场与投资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赵杰  85.005113**********3607(0201Z2)发展经济学 (02)绿色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赵琬瑛  82.665116**********2280(020201)国民经济学 (01)国民经济运行研究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谭云丹  86.335002**********3389(020201)国民经济学 (02)宏观经济调控研究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夏迎  80.603405**********1023(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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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淑静  80.804114**********6728(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富瑶  84.932110**********2221(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杨石敏  81.325227**********6020(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钟成旺  81.673424**********0478(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童心愿  79.525131**********0042(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曹明碧  80.465132**********0626(020203)财政学 (02)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陈余  83.275106**********1521(020203)财政学 (02)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高原  80.674128**********6011(020203)财政学 (02)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晓亮  82.601304**********1959(020203)财政学 (02)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杨沁绫  80.625103**********006X(020203)财政学 (02)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曾晓书  85.005139**********4248(020203)财政学 (02)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彭译霆  80.075111**********0045(020203)财政学 (03)财政理论与制度研究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姚姝姝  87.365222**********0025(020203)财政学 (04)公共经济与预算管理研究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海洋  81.366403**********0023(020203)财政学 (04)公共经济与预算管理研究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吴刘玉瑶  84.805107**********5980(020203)财政学 (05)公共投资项目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仲敏萱  87.643201**********0823(020203)财政学 (05)公共投资项目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彭媛  78.805113**********2321(0202Z6)税收学 (01)税收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胡平佳  83.135101**********5821(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赵洁  82.341306**********1320(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孙玉茹  77.332308**********0026(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欧阳文萱  80.945226**********002X(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苗青松  86.665130**********509X(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杜明慧  82.864106**********3564(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陈思睿  84.874307**********5248(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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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财政税务学院 彭华笛  78.535001**********0427(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钟杨  74.935111**********5365(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周云风  89.275101**********0043(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小艺  86.075101**********092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程凯丽  76.121404**********0426(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媚  85.024509**********5364(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何艳  74.275221**********6326(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邹劲聪  88.805116**********0010(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罗诗淇  80.935138**********8149(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伍玫睿  85.935001**********0424(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陈学艺  87.105115**********5607(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马薰楠  88.385115**********0038(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杨梦  82.945325**********3623(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扬  85.474101**********4524(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杰  87.423611**********0311(025300)税务 (02)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罗婷  82.743607**********0025(025300)税务 (02)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丁雪琪  73.331504**********1527(025300)税务 (02)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支俪洁  76.001427**********6329(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钱荟楠  82.162106**********302X(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薛奇  86.704600**********3037(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陈盈润  85.731302**********0024(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翟书含  79.022301**********3741(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赵子茹  86.205137**********0989(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沈怡悦  91.075303**********2928(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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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财政税务学院 贾彤  89.702310**********0324(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陆逸峰  85.073205**********0013(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周浩楠  80.145103**********184X(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温仕敏  82.265105**********0065(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马冰竹  86.271102**********0824(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董璇  78.801309**********0027(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冰  85.604107**********6548(025600)资产评估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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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戴爽  82.602301**********1224(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石承致  79.135227**********0023(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向嘉琪  82.705221**********7222(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潇湘  83.276101**********2022(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付琳  87.873623**********0022(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赵媛  82.275224**********0705(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彭瀚仪  76.076123**********002X(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欣  78.375110**********3823(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鲜水  78.505224**********442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邸俊潭  80.672101**********0210(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宋鑫容  88.505105**********056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孙璠  84.206205**********4829(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庆超  87.035103**********0511(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耿丽  84.833411**********6924(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徐嘉熙  82.571101**********0824(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薛婵  86.476127**********136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崔婷婷  83.406127**********2766(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任淑雯  76.403401**********352X(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停停  80.605130**********7122(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涂建闽  82.703622**********7411(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徐安  85.032101**********1521(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吴茜楠  83.705101**********0626(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唐彦歆  92.235113**********1421(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雷洋  75.965130**********001X(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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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顾月  82.633201**********052X(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聂恋欢  93.335001**********0028(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邢泓坤  80.433707**********0546(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汪璐  80.035321**********0022(020204)金融学 (05)财富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薛仪方  84.444103**********1526(020204)金融学 (06)行为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贺慧敏  85.823708**********1026(020204)金融学 (06)行为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小蝶  89.705221**********1646(020204)金融学 (06)行为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舒影  87.603309**********1024(020204)金融学 (06)行为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静怡  88.463416**********6021(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风险管理 直博生

(003)金融学院 蒋怡蕊  83.073205**********4445(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蒋佳雯  82.163202**********5222(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雍林汇  85.305113**********0022(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杰  67.925101**********0912(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姝君  86.933707**********2620(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苗培熙  69.673203**********7610(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凯文  82.934211**********0415(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展宜  80.404403**********2619(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傅臻丹  74.504103**********1021(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汪启韬  85.301101**********6018(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莎  85.376523**********3623(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田晓茜  84.404208**********2026(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博凯  92.443706**********9232(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谈星  78.505003**********0066(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惠榕  87.231402**********7967(0202Z2)金融工程 (03)金融产品创设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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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张碧倪  84.573326**********004X(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郑泽旭  87.603707**********0719(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樊宇鑫  88.975101**********0916(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琢  85.673701**********6464(0202Z4)信用管理 (01)个人消费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思宇  87.374107**********5023(0202Z4)信用管理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鹏云  81.101424**********124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任子钰  89.875101**********45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邵心怡  87.935105**********19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朱智博  83.302302**********101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丁伟强  80.643401**********767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元媛  80.705107**********61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赵萌  80.532102**********19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菁晶  79.202101**********58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郭梦凡  86.976228**********33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颖颖  83.003308**********57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马慧琳  79.734105**********25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卢慧  81.733212**********442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梁茜  84.174524**********24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方子怡  86.006201**********26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杨  90.035325**********00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于洁  85.076221**********52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胡展鹏  81.245107**********003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马宏飞  85.831311**********661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馨宇  86.271521**********00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页码 8      共38页



西南财经大学2021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证件号码录取研究方向 类型

(003)金融学院 梁申颖  77.004114**********546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章海燕  81.473303**********082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孙嘉欣  78.832113**********85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姜珊  88.103625**********204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坤  84.305137**********328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怡焯  89.771423**********00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唐文逸  85.934304**********038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雅会  80.271311**********05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魏巍  80.273713**********393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志鹏  86.035108**********067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薛淇允  89.473702**********20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姗姗  86.573425**********158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靖雅  80.074113**********05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罗嘉成  89.504401**********001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磊  76.405221**********524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咏琪  84.933702**********00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珊珊  86.333305**********39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樊玲希  87.604108**********756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辜佳皓  86.235138**********674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煌诗  80.733303**********178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何佳儒  79.136523**********004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韩雅婷  84.241202**********266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思佳  88.701201**********386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谢宇洁  85.501501**********16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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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奉玮  85.035101**********154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杰  85.603507**********101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龚邓军  87.975106**********801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欧阳昆雨  85.704210**********00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晓轩  91.173710**********881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田丰沛  81.004101**********004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乔颖康  86.671503**********10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吴悦鑫  77.405106**********666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吕珂葭  91.635101**********60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诗雅  91.976101**********06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嘉欣  90.435101**********180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郑豪  89.605001**********37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卓治鑫  85.105105**********221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何致锋  83.934524**********003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立莹  90.105110**********654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哲尔  75.605130**********320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邹巧心  85.175111**********00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赵梓君  87.476590**********066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沈翔宇  78.632301**********16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章辉  77.533101**********161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吴嘉豪  92.235105**********055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闫燕燕  75.003412**********60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吴晓敏  85.033503**********05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原浩哲  76.874108**********033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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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李秀玲  75.673625**********064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马荷薇  83.074203**********33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郭小曼  72.032301**********18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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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徐岩  84.302323**********7929(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廖星月  87.045115**********3944(020205)产业经济学 (02)产业组织、企业成长与监管政策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韩钰  84.183701**********3019(020205)产业经济学 (03)产业投融资和企业投融资决策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璐  83.922206**********2320(020205)产业经济学 (03)产业投融资和企业投融资决策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徐轲凡  86.483307**********1219(020205)产业经济学 (03)产业投融资和企业投融资决策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颖  87.645001**********8081(0202Z8)消费经济学 (02)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市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蓝海英  83.484509**********3501(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金融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雅玲  85.821307**********252X(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金融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羽欣  86.345106**********6021(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金融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昭瑾  88.581403**********1721(1201Z5)大数据管理 (02)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冯锦源  81.285113**********1413(1201Z5)大数据管理 (02)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郑艺丹  85.744103**********3027(1201Z5)大数据管理 (02)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侯朝捷  89.503707**********4411(1201Z5)大数据管理 (02)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颖  83.645301**********3528(1201Z5)大数据管理 (03)金融大数据优化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芷含  86.702114**********1027(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邓凯丹  87.325101**********0020(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洋婧  88.805001**********0026(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魏璟仪  86.705001**********2321(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余佳  87.383623**********4823(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帆  87.721101**********062X(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许佩瑶  85.841401**********3749(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罗浩天  84.425107**********4013(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胡江昕  80.841401**********0227(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贾家乐  85.106401**********3127(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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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钰婕  86.525106**********2866(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译  84.405130**********4481(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潘禹辰  86.802301**********5748(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杨伶  81.565001**********6120(120202)企业管理 (04)运作及信息化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可欣  87.725101**********0029(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周心怡  85.963501**********2302(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梁雨晴  86.144110**********1620(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潘星光  87.745130**********4090(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覃凯璇  86.625130**********1648(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淼淼  83.583708**********734X(120203)旅游管理 (03)旅游消费者行为与营销创新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子君  90.985107**********1447(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胡佳月  90.325221**********0026(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母禹洁  81.375221**********7924(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周子涵  89.435115**********0023(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高衡  90.163201**********161X(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曼  87.604101**********0060(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任美泓  86.142113**********2420(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1)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车瑞蕊  82.585330**********5121(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绩效与薪酬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萌  91.783701**********4420(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1)金融服务营销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庆  83.883607**********0820(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徐曦  85.985110**********0324(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叶勇  86.665105**********0712(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思慧  80.543607**********1427(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胡毓萱  83.363605**********0022(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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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乔文馨  91.541309**********5225(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方思敏  83.014307**********082X(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单琳洲  86.722109**********3014(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南冰钰  80.201426**********1349(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道英  80.145201**********4126(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5)营销策划与品牌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章金羽  83.341302**********0029(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1)企业物流经营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文欣  94.746229**********0822(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3)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直博生

(004)工商管理学院 邹蕙伊翎  91.685201**********162X(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3)供应链金融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利华  86.425115**********1645(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3)供应链金融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尤艺蓉  86.764210**********0543(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3)供应链金融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高瑞  83.406402**********1528(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赵志龙  86.625134**********1510(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5)供应链数据分析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吴涵  92.283501**********0177(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5)供应链数据分析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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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国际商学院 杨雨萌  79.443406**********3227(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王米蓝  80.883507**********2129(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赵静  79.645107**********1203(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王清石  85.743729**********0292(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贾鸿雁  87.181307**********232X(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陈蕾伊  84.024101**********0029(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宋飞燕  79.664127**********2230(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吕泉铃  82.462106**********6620(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王语涵  88.705111**********0324(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曾昕怡  82.964419**********0882(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刘丙琪  81.045101**********0906(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杨玉洁  83.685113**********8189(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盛寒  83.683708**********3227(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刘恩培  85.024310**********0816(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连琦  83.143502**********7536(020206)国际贸易学 (03)国际服务贸易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亢天  73.805101**********0028(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栾依萌  80.642102**********0024(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王思琪  79.702101**********342X(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马艳浩  73.004101**********6524(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高远  73.884127**********2519(025400)国际商务 (02)国际结算与国际金融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尚慧洁  73.124101**********6520(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权文静  73.564103**********0523(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邱茜  81.605101**********1566(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严童  82.625101**********2520(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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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国际商学院 王紫萱  80.482101**********2723(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陈浪  74.085222**********4810(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晓毅  82.445138**********2129(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何舟济  76.283601**********0011(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颂捷  84.605113**********0161(025400)国际商务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杨奇泓  87.605301**********0020(1202Z1)国际商务 (01)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 直博生

(005)国际商学院 赵佳敏  76.242310**********0020(1202Z1)国际商务 (02)跨国公司战略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都莹  77.162106**********0460(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宋梦鑫  78.644114**********7800(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张梓璇  82.625101**********423X(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明星  82.522302**********0426(1202Z1)国际商务 (04)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页码 16      共38页



西南财经大学2021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姓名 复试成绩证件号码录取研究方向 类型

(006)统计学院 黄蕾璇  86.285138**********422X(020208)统计学 (01)宏观经济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杨婷婷  86.855101**********2125(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韩煦  82.204102**********0522(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曾天  83.075110**********8810(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赵梓琪  83.604114**********9611(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毕佳璐  82.135301**********2640(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陈蕾  81.933408**********0021(020208)统计学 (03)商务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曾鑫垚  84.605101**********1929(020208)统计学 (03)商务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康璐  84.002109**********0027(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黄曌洁  85.553206**********1225(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样样  82.603408**********2629(020209)数量经济学 (02)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宛蓉  89.055301**********3028(020209)数量经济学 (02)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文玥  86.655101**********002X(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杨花兰  85.101304**********4664(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黄思源  91.805101**********0012(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杨丽  86.205107**********2160(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吴莹莹  88.254127**********6928(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曾雯  85.605130**********0087(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范莉  73.335116**********6727(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想  83.481426**********0625(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嘉慧  82.734114**********7922(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陈曼琳  80.674114**********5442(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唐馨怡  83.935001**********2341(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徐静  89.605221**********252X(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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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蒋明艳  83.133425**********0020(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彭莉莎  78.055101**********0029(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钰莹  85.675101**********4025(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周亭亭  84.932203**********2025(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彭鸶媛  87.655101**********0043(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邓惠文  76.404505**********0465(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黄欣  83.933501**********5527(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张焕  82.085325**********0220(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盛格林  85.273202**********122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张馨月  83.801201**********402X(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韩松君  81.151422**********9185(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路阳  83.406227**********0027(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含玺  82.785101**********1510(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何静雅  84.734406**********6324(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美君  79.534305**********4323(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周巧  83.875134**********7123(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肖李文  78.103206**********2207(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徐汉诺  83.932109**********002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沈佳楠  89.603302**********0049(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宜璇  86.484112**********552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陈怡  84.633305**********512X(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君熠  84.135202**********4010(025200)应用统计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智裕  77.232108**********0539(025200)应用统计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欣妍  75.405003**********5625(025200)应用统计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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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王杰  81.686523**********4511(025200)应用统计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晴  84.355001**********1928(025200)应用统计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霞  83.535111**********1227(025200)应用统计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诗语  79.605107**********9325(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程建峰  85.503503**********0759(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颖  86.485103**********1523(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周晓婷  87.605131**********2521(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韵馨  91.475101**********0029(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芬  93.003624**********9027(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聂刘泉  86.633408**********0036(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徐婷  84.405105**********7044(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甜甜  83.834114**********2428(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思远  90.405001**********8919(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凯伦  81.431308**********0027(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关洋洋  80.002301**********4320(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易慧媛  85.804325**********8803(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唐嘉  88.485002**********5349(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张梦花  83.134107**********6049(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服务科学与供应链管理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陈叶芳  82.005003**********2122(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服务科学与供应链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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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叶江涵  74.931301**********244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郭萱  70.674303**********256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朱奕昕  71.702108**********4520(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刘奕琳  83.671504**********0069(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张安妮  79.735130**********010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李欢  71.935107**********0469(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时雨  83.534105**********502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蒋腾锐  83.575109**********951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孟子栋  79.034108**********001X(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周佳仪  80.975116**********002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池方聪  80.573607**********271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华亚南  71.532323**********274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安亭樾  79.676101**********1026(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杨东翰  76.232110**********121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青松  81.735224**********001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尹思霖  73.535110**********0023(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陈雪娇  76.672301**********532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杨蕙宇  83.075003**********020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龚婧怡  82.573301**********332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陈玉婷  80.034201**********792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刘馨悦  76.472111**********0328(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李金晓  75.001426**********2324(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王艺儒  82.701502**********3964(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宋彦平  71.101401**********3625(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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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梁丹丹  72.635003**********3465(020204)金融学 (03)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常阔  73.972107**********4013(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吴申汉  75.003429**********0616(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张萌  85.975104**********0922(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轩辕佳慧  81.974101**********004X(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曾萌萌  77.635001**********2728(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付豫  71.974115**********0725(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段陈萌  72.675101**********4729(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刘恒志  82.974114**********5035(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张赟  74.633607**********0101(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丁紫秋  70.805134**********4026(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寇文强  70.905130**********5231(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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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闫婷  86.251407**********0045(020204)金融学 (01)证券市场运行与监管 硕士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王思博  83.602301**********7327(020204)金融学 (02)证券与期货投资 硕士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廖望妍  87.005325**********092X(020204)金融学 (02)证券与期货投资 硕士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殷赫婕  84.751504**********3627(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曾雨鑫  85.305107**********7887(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陈宥汐  89.305106**********6824(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宋雪菲  86.605105**********7427(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8)证券与期货学院 李志鹏  85.304107**********0010(025100)金融 (01)证券投资理论与实践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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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公共管理学院 屈萌  87.805328**********1323(020207)劳动经济学 (03)劳动资源管理与开发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王可欣  86.631403**********1625(0202J4)公共经济制度与政策 (02)公共经济政策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高昱晨  91.376201**********0615(0202J4)公共经济制度与政策 (03)卫生经济与卫生政策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易乾梅  89.535002**********1764(1201J3)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
创新

(02)政府治理创新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李明霞  86.035130**********6541(1201J3)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
创新

(04)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邹子康  87.874306**********0010(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员工激励与薪酬管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胡玮玲  88.605001**********0429(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员工激励与薪酬管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黄思铷  91.635115**********0043(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员工激励与薪酬管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王文静  80.903622**********5528(120401)行政管理 (04)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梁瑞玲  82.105115**********5004(120401)行政管理 (04)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刘岩  86.132207**********2422(120401)行政管理 (04)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任世辉  86.774107**********4121(120401)行政管理 (05)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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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张倍宁  82.202107**********0621(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思卿  85.374211**********0022(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冯天巧  85.775101**********2626(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蒋艳  84.805115**********4065(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廖辰雨  86.673622**********0013(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龙诗韵  85.535101**********004X(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刘亮  89.933607**********1732(120201)会计学 (01)会计理论研究 直博生

(010)会计学院 杜怡霏  89.375108**********0027(120201)会计学 (01)会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周颖  83.633308**********3124(120201)会计学 (01)会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梓钰  89.932303**********582X(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郭卿青  86.473601**********0021(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熊旖旎  79.475138**********0048(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苏锐怡  84.234407**********3968(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胡中平  89.072110**********0325(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胡瑜玮  87.005138**********006X(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研究 直博生

(010)会计学院 胡芸瑶  80.635001**********6429(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悦  84.075103**********8600(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佳玉  87.675107**********8806(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朱菀洁  90.205107**********0242(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誉静  88.374504**********9022(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肖文欣  84.673507**********4246(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袁菁  83.875116**********7206(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石琦  83.971423**********2928(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顾炜  86.973209**********1746(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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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张正懿  88.733203**********4216(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饶星灿  87.075130**********0021(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卫杰  88.503213**********0216(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雪琴  86.135101**********542X(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雨萌  79.832301**********0828(1202Z7)审计学 (01)审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顾金梅  86.705107**********0040(1202Z7)审计学 (01)审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韦萱  81.471424**********14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高欣娅  82.675101**********52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怡  83.675329**********376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成宛芸  83.905113**********00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周先遥  81.535309**********26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茹庆锦  81.704107**********05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振宇  85.705002**********004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赵子东  87.971306**********125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黄晓庆  89.305002**********044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芷麟  81.435139**********114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婧  84.173607**********46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郑鹏举  83.872101**********311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温雪  88.231407**********004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伊欣  84.973302**********368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于越  84.003604**********10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周素鲜  82.975139**********351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慧娴  85.503715**********09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曹咏婧  87.373601**********008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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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胡小林  85.805002**********414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宋玮玮  86.635115**********170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谭沁昀  82.004301**********10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谢静洋  81.175101**********41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苏虹华  83.335002**********740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赵宗升  84.273705**********201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徐诗沂  84.435115**********846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冷翔  81.105106**********023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郑思念  84.473303**********07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刘心悦  89.075101**********126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林志佳  86.804453**********13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冯越  83.171404**********16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林友敬  84.105110**********008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崧澜  86.332101**********33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姚鸾  84.232205**********366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之翼  86.375101**********493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赵丽娜  86.231304**********65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新炜  86.734105**********937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祝语  84.935101**********178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雨  85.205325**********006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香烨  87.135001**********89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佳宁  81.503723**********400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孙明慧  85.902101**********46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邱竹曦  84.105101**********126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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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孙婧宜  82.102102**********00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戴怡婧  84.303303**********144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马佳琦  81.703601**********10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肖钰  83.231401**********252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戴润珺  81.733625**********172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马思特  82.904325**********00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翊嘉  84.772114**********06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瑞  81.072112**********28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寸冬菊  84.835329**********036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陶婉钰  83.675101**********09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谢东旭  78.335321**********22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颜瑞  83.175222**********168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毛莉莉  84.333306**********402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佳伟  81.804211**********821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睿喆  84.702101**********42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倪徐冰  76.004452**********45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峻粼  83.675003**********56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万泽宇  87.372107**********06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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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何欣悦  87.635132**********4424(020204)金融学 (01)互联网金融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肖菥  88.505101**********3265(020204)金融学 (02)金融科技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肖三川  83.836123**********0010(020204)金融学 (02)金融科技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朱良祺  87.903715**********0012(020204)金融学 (02)金融科技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卜敏哲  86.304309**********1012(020204)金融学 (03)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金汉磊  79.773306**********7614(081202)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02)自然语言处理与信息检索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吴江  83.733301**********2715(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01)金融信息处理与挖掘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陈俊霄  80.575002**********9535(081203)计算机应用技术 (01)金融信息处理与挖掘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聂彦晨  84.674331**********4035(120204)技术经济及管理 (02)投融资分析与项目管理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雷晶晶  86.506403**********5227(1202Z4)商务智能 (01)金融智能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吕高天  89.771304**********0037(1202Z4)商务智能 (02)数据科学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肖姝萌  87.534303**********0069(1202Z4)商务智能 (02)数据科学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黄琪  88.835106**********4528(1202Z4)商务智能 (02)数据科学 硕士

(011)经济信息工程学院 董国珍  87.106227**********0029(1202Z4)商务智能 (02)数据科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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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经贸外语学院 张春逸  79.543706**********8028(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经贸外语学院 胡蝶  80.735110**********7368(0502Z1)商务英语研究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经贸外语学院 陈欢  90.205202**********4326(0502Z1)商务英语研究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经贸外语学院 刘岩  82.105103**********7026(055101)英语笔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经贸外语学院 戚烨  76.736402**********1024(055101)英语笔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经贸外语学院 丁毓家  81.436522**********251X(055102)英语口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经贸外语学院 冯培育  82.304128**********2547(055102)英语口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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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保险学院 覃天  81.885227**********0312(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兰尹辰  85.505104**********3048(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古颖秋  83.755110**********2566(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13)保险学院 穆婧怡  84.333729**********0043(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张峻逸  81.586123**********002X(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13)保险学院 赵雪伊  87.256527**********1020(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13)保险学院 段英杰  82.031310**********8625(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硕士

(013)保险学院 钟联  84.673607**********1521(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硕士

(013)保险学院 牛宏妍  74.332301**********5022(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张福祺  75.672101**********5017(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硕士

(013)保险学院 任家慧  79.082101**********5629(0202Z7)保险学 (02)国际保险财务与会计 硕士

(013)保险学院 李付新  82.754102**********6115(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秦鹤菲  89.532107**********5826(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张攀  83.251306**********1522(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朱慧琳  85.753708**********0766(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董小瑜  91.375001**********592X(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尹薇玥  87.003605**********3224(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王瑀诗  88.925104**********0983(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高奥蕾  84.423606**********0849(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13)保险学院 肖微岚  83.432301**********0021(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王璐瑶  83.591306**********902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马思婷  86.834453**********5144(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杨雪  73.925329**********2523(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陈晓娟  77.255103**********2325(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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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保险学院 郭欣  81.085111**********1121(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熊冰冰  85.673623**********7820(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赵海璐  88.225323**********264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张雨  75.753711**********1247(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冉怡婷  85.755002**********0027(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谢晓涵  85.173701**********552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冯雪晴  82.084113**********2129(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3)保险学院 赵晶  84.626103**********3420(120404)社会保障 (01)社会保险理论 硕士

(013)保险学院 魏敏  83.175101**********7043(120404)社会保障 (01)社会保险理论 硕士

(013)保险学院 李润婵  83.083506**********2024(120404)社会保障 (01)社会保险理论 硕士

(013)保险学院 吴修龙  85.175101**********7719(120404)社会保障 (02)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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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法学院 余融静  86.185001**********1823(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学 硕士

(015)法学院 郑澳琪  83.753426**********1367(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学 硕士

(015)法学院 冉旋  83.255221**********0024(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申文瑜  82.784502**********0027(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周枭举  81.545107**********5310(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宋浩  83.115303**********1052(030105)民商法学 (02)商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罗钰  80.245139**********0426(030105)民商法学 (02)商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景倩  77.885101**********0328(030106)诉讼法学 (02)民事诉讼法 硕士

(015)法学院 宗新慧  83.723714**********0024(0301Z2)知识产权法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黄雅兰  81.405138**********482X(035101)法律（非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王梦怡  84.915303**********212X(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白安平  85.795108**********0724(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胡英  85.855134**********302X(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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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体育学院 李相彤  82.603706**********0037(1204Z1)体育事业管理 (02)体育经营管理 硕士

(019)体育学院 李余子禾  91.345331**********4218(1204Z1)体育事业管理 (03)体育产业管理 硕士

(019)体育学院 李阳  86.405106**********1877(1204Z1)体育事业管理 (03)体育产业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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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经济数学学院 刘俊廷  85.005003**********0014(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乔耀星  77.165130**********8423(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王昭君  84.883503**********3049(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付豪  87.963625**********0018(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王阳  85.606104**********0528(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陈本雪  85.564115**********5166(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金园园  83.001427**********0623(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侯丽  85.066123**********0320(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余文杰  86.284115**********2636(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范钰路  85.185101**********0020(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贺竣  86.405113**********1029(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邓柏承  86.025130**********8596(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熊尧  84.305130**********671X(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余莹莹  88.544403**********8022(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邹蝶  85.685110**********8020(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雷鹏  85.505130**********5913(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宋光光  84.443412**********7933(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潘丞东  85.123310**********0518(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梁琳琳  77.244127**********580X(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计算金融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张意鹏  77.704104**********301X(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计算金融 硕士

(020)经济数学学院 刘燕鸿  84.441401**********3722(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计算金融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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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冯焕熙  96.133411**********0216(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赖思悦  85.335101**********3727(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颜佳佳  89.675002**********5002(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牛晓睿  83.334109**********4023(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李浩南  86.675139**********0512(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裘芷青  89.003306**********0827(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汪玉萱  81.333308**********0023(020104)西方经济学 (01)产业组织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熊德印  85.004130**********4812(020104)西方经济学 (03)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吴昭雅  90.333402**********1021(020104)西方经济学 (03)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黄雨晨  85.504601**********1847(020104)西方经济学 (04)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王伦富  77.675119**********3976(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王澳英  76.675130**********3829(020204)金融学 (02)公司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陈皓宇  84.003208**********0514(020204)金融学 (02)公司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吴亚麟  92.334111**********010X(020204)金融学 (02)公司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程文玥  84.735101**********6027(020204)金融学 (02)公司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钟琼瑶  85.675111**********0026(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徐展平  80.675115**********3954(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孙子然  91.333309**********0922(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谢婧怡  79.005101**********126X(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许琦  83.533401**********5804(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蔡昀  88.333205**********0500(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文婧  85.975132**********222X(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谢菁菁  84.676101**********2620(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胡海主  87.505101**********4424(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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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朱小琼  82.874303**********6527(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包晶玉  81.673204**********2826(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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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冉珈瑄  91.755002**********4163(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01)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王昭雯  90.506227**********0041(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01)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王欢  83.006227**********3321(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01)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朴杰  79.002310**********0619(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01)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曾钶雅  89.753310**********0627(0202J5)农业经济学 (02)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向镜汝  86.254228**********0025(0202J5)农业经济学 (02)现代农业发展理论与实践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陈建航  83.502302**********3642(0202J5)农业经济学 (03)农村金融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中心

张宇  89.505106**********0615(120301)农业经济管理 (02)涉农企业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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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人文学院 周雪梅  85.005138**********7205(055200)新闻与传播 (01)媒体经营管理 硕士

(024)人文学院 李妤诗  90.405138**********4843(055200)新闻与传播 (03)传媒产业发展研究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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