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财经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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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雨萌  81.2734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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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菁  81.13350************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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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昕玥  86.50370************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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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4140************062(020101)政治经济学 (03)经济转型与发展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赵欣玥  82.37500************049(020101)政治经济学 (04)中国数字经济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杨兰隽怡  82.90510************062(020101)政治经济学 (04)中国数字经济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董鑫玮  81.84510************027(020101)政治经济学 (04)中国数字经济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强雨筱  77.34370************643(020103)经济史 (02)近代区域经济发展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文瑞珏  82.20510************185(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与人口经济学 直博生

(001)经济学院 高旗  78.07130************122(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邵佳佳  81.37350************224(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苏雨  85.30511************721(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巫卓琳  87.17513************021(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马晶晶  88.46622************829(020104)西方经济学 (01)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孙琦梦  77.97410************820(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经济学与微观应用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陈诺  84.87500************720(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劳动经济学与微观应用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李鸿瑶  82.86210************548(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苗樂薪  82.27130************428(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段金霞  81.30532************547(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李若琪  81.30350************545(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刘雨欣  76.06410************045(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蒋雯旭  83.10440************028(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王振宇  82.70510************031(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陈秀琳  81.46510************528(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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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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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铭  82.34440************547(020104)西方经济学 (03)数字经济与网络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胡嘉瑛  87.00330************92X(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陈梅玲  78.57350************529(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伍鑫  88.96510************002(020104)西方经济学 (04)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杨宇  83.40360************934(020105)世界经济 (01)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经济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贾佳  82.14371************361(020105)世界经济 (02)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周芳萍  82.10430************027(020105)世界经济 (02)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刘小旭  87.27210************722(020105)世界经济 (03)国际金融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江博  84.00510************5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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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经济学院 肖婷  83.20430************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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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经济学院 王锐  87.83511************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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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经济学院 刘苏萱  85.90320************029(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02)资源环境政策与管理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薛寒忆  82.57510************343(020106)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

(03)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陈以宁  86.43120************529(0201Z2)发展经济学 (01)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硕士

(001)经济学院 陈婷婷  78.03330************608(0201Z2)发展经济学 (04)贫困与发展研究 硕士

(001)经济学院 甘雯珺  83.60350************02X(0201Z3)行为经济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1)经济学院 石茂林  75.22430************918(0201Z3)行为经济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1)经济学院 张诗怡  84.00510************722(0201Z3)行为经济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1)经济学院 袁衣凡  83.00510************01X(0201Z3)行为经济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沈子宜  84.07520************820(0201Z3)行为经济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1)经济学院 潘思璐  77.70522************426(0201Z3)行为经济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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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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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财政税务学院 赵嘉卿  76.96210************969(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黄佳乐  87.36511************220(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湘  89.20610************244(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杨奕  91.32341************025(020203)财政学 (01)财政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陈晓悦  79.76342************824(020203)财政学 (02)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雨璐  80.30411************223(020203)财政学 (05)公共投资项目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独傲  88.08630************012(0202Z6)税收学 (01)税收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李一博  92.25152************627(0202Z6)税收学 (01)税收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吕宵宵  85.96412************844(0202Z6)税收学 (01)税收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杨愿明  86.38533************524(0202Z6)税收学 (01)税收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李金坤  82.62210************422(0202Z6)税收学 (02)税法与税收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悦晨  83.00330************987(0202Z6)税收学 (02)税法与税收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黄心苑  82.70350************524(0202Z6)税收学 (02)税法与税收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祝丽君  78.84520************868(0202Z6)税收学 (03)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马嘉贝  82.25340************628(0202Z6)税收学 (04)国际税收与跨国公司税务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郝荷青  83.50370************920(0202Z6)税收学 (05)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高兆玥  78.96130************528(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冰倩  87.00211************040(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宋跃洋  81.80220************422(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曹文璇  86.52620************027(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高悦  84.40152************728(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吴雨蒙  86.20220************429(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武梦圆  83.60142************263(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任佳欣  83.80150************52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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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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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财政税务学院 吴卓玲  81.60330************020(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子玄  85.72431************06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邓雨露  90.98500************923(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红玮  83.60130************520(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李璇  86.80141************027(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孙员德  82.80510************928(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苏凯萱  82.26410************324(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周旋  90.88421************160(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廖雯茜  86.94511************024(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搏亚  84.54341************03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爽  86.34411************609(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王彤  91.44510************028(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辜艳群  89.24513************12X(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付红娟  81.08620************382(025300)税务 (01)税收管理与实务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邓丽  82.20513************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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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彤  88.00211************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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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雨  86.80520************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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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昕池  91.00511************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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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欣玥  90.44510************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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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桐菽  88.70510************2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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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帆  84.5253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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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靖怡  84.20210************324(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宏宇  91.48130************728(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文雯  90.52500************423(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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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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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财政税务学院 包心雨  87.02510************489(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曹喆奕  90.00500************811(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袁燕  82.64620************323(025300)税务 (03)理财与税收筹划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陈芷玮  88.25500************826(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刘思琳  89.72211************821(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朱璇  84.00421************029(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耿兆锟  86.00370************621(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余凯婷  84.50430************027(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郑佳仪  90.25441************041(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宁瑞颖  88.00510************023(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李文  84.75510************524(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黄随  85.18511************020(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谢梦瑶  91.00500************021(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熊腾  79.66632************372(025600)资产评估 (01)金融资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曹雨欣  85.56140************027(025600)资产评估 (02)不动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彭灿  90.00500************223(025600)资产评估 (02)不动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002)财政税务学院 张翔  91.00522************712(025600)资产评估 (02)不动产评估与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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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史嘉莉  83.10211************629(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直博生

(003)金融学院 黄睿玲  78.57500************020(020204)金融学 (02)公司金融 直博生

(003)金融学院 任小雨  80.94650************52X(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米雅辉  79.54140************42X(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黄子芯  74.34440************840(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余林曈  86.20510************281(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韩熠  71.20510************026(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方霞  85.26510************027(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温新语  73.58610************329(020204)金融学 (01)货币银行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雨  80.54610************421(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欣  77.34410************028(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泽南  92.46652************34X(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薇  79.86510************446(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倩  82.34522************829(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石怡  78.70420************049(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胡树柔  88.46130************525(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蔡雯珺  81.06420************526(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蛟  77.60532************542(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林轩  72.26350************662(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彬  75.00330************241(020204)金融学 (02)证券投资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宋可欣  72.60341************32X(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利缘  75.46142************308(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潘雪洁  80.26370************746(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鑫  74.60411************029(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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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罗雪雪  87.00500************204(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林龙斌  82.80350************052(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苏楷娟  75.20141************027(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石佳欣  77.06142************340(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宋雨桐  75.70371************023(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远洋  75.14500************517(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唐家棋  76.26361************713(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任帅霖  68.14412************034(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汤雪婷  80.20420************721(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朱少丹  76.60445************868(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冯梦洁  72.80421************925(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罗棋文  85.26510************048(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曹敏  66.00500************087(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罗迩瀚  88.94500************834(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甘媛婷  84.30513************026(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郑屹成  91.40513************010(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郭江涛  84.80513************667(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成春露  78.40522************029(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索茜桐  76.54239************021(020204)金融学 (03)公司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莫栩  70.26510************88X(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文冰  73.20410************643(020204)金融学 (04)国际金融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欣颖雪  71.46510************422(020204)金融学 (05)财富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囿兆  93.86522************013(020204)金融学 (05)财富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候晨果  85.80410************028(020204)金融学 (06)证券市场运行与监管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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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李晓慧  81.14510************667(020204)金融学 (06)证券市场运行与监管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何雨盈  78.52510************485(0202J1)金融科技 (02)金融大数据分析 直博生

(003)金融学院 邹忆琦  91.00320************414(0202J1)金融科技 (01)数字货币与区块链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胡帆汛  83.80410************824(0202J1)金融科技 (01)数字货币与区块链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倩  72.00530************725(0202J1)金融科技 (02)银行科技与信用科技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曾嘉蕾  79.74440************341(0202J1)金融科技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子琛  81.03130************024(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邱贺一  84.13230************220(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曾熙瑶  84.33510************223(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徐凡棋  81.63230************923(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姜倩  79.08432************548(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岳州  85.43330************724(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赵敬仪  91.12340************02X(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殷泓翔  82.80370************610(0202J6)行为金融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云泽  92.20622************019(0202J9)财富管理 (01)资管制度与理财产品 直博生

(003)金融学院 雷娅南  71.60150************426(0202J9)财富管理 (01)私人银行服务与产品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谭妍伶  85.60500************107(0202J9)财富管理 (01)私人银行服务与产品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宋灏彦  92.50510************211(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风险管理 直博生

(003)金融学院 王冬瑞  73.80210************021(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智丹  88.54510************162(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楼叶飞  83.14330************314(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董若馨  92.86640************421(0202Z2)金融工程 (01)金融资产定价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灿  81.00410************180(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姜新月  86.06230************62X(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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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杨静  79.14513************765(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思彤  81.28211************321(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曦墨  81.86510************227(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丁小山  67.47530************01X(0202Z2)金融工程 (02)金融风险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战佳阳  76.50211************220(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初凡  83.14370************627(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赵婉清  73.74430************020(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恬瑜  75.00510************022(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赛晖  77.80411************136(0202Z2)金融工程 (04)量化金融分析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孔艺臻  78.46330************22X(0202Z2)金融工程 (05)资产组合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樊雪迎  73.39130************945(0202Z2)金融工程 (05)资产组合管理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苏婧洁  86.30620************623(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谭菲  85.80500************928(0202Z7)保险学 (01)风险与保险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若曦  90.80131************423(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赵源缘  86.40500************125(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夏雨  82.90500************522(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心怡  84.54510************067(0202Z7)保险学 (03)保险精算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翁莉淇  88.26350************5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林至  81.74510************49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郑萍萍  68.86350************0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思琪  86.14421************02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楚琴  83.00513************8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全可心  74.94430************46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怡轩  81.06130************08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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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卢月彤  75.26131************0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骆展聪  81.86522************96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高文玉  80.14412************54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许煌  72.46430************41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家幸  78.70430************86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马翊洺  78.50150************3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千慧  79.00510************0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易阳  75.60210************3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宇轩  82.00210************01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汤家奥  80.66210************04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鲁嘉慧  81.40211************24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心如  75.80411************58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明康  83.46152************23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赵禹博  82.00210************19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嘉宁  80.66211************0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柳绎如  83.26320************0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郑佳慧  78.94341************94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庆红  83.00410************96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薇  78.40430************40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任芳萱  71.54220************3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小红  73.06500************00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浩堋  81.40653************61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叶可君  84.00510************6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郝思嘉  83.86230************2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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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王思哲  74.10230************8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文宪茹  82.20370************7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杭文  83.06340************26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施清韵  67.86320************5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金香  77.14360************0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熊明轩  79.20430************55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傅乐思渝  88.80330************71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蒲蕾  78.06330************6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卢佳峰  86.60130************91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翠鸯  87.00341************7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心妍  78.60350************56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贺俊  75.00430************44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易文楚  85.20320************1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冯醴李  84.70320************0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德华  73.46370************5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梁富程  77.60500************53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雨琴  76.94340************06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薛科学  77.14130************94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武芮  76.46340************6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罗晓媛  76.86430************06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施星溶  82.90350************84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林玲玉  83.06350************6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郑晓梅  74.40350************38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肖慧捷  82.40360************4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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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辛会娟  75.80360************2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罗静怡  73.50360************0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余文盛  81.20362************61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琪  76.00362************10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开君  85.60410************0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徐淑媛  80.86330************8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艺雯  87.46350************16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佳悦  87.34140************0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孙郅祺  85.46370************41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宇惠  78.14131************0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承荫  78.66410************18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高萍  84.94410************56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寇燕飞  77.14410************5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崔晨曦  80.80410************54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珂颖  82.74410************86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裴雯雯  80.20411************94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靳一鸣  75.34411************01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肖天旺  77.34130************03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林靖芸  81.34350************0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杜泓莺  84.74430************2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雁  71.80130************5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程世纪  83.34370************03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苏  76.10432************02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魏衡  89.90510************54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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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史佳丽  81.74130************0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焦书凝  82.66370************2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梁丽霞  76.60450************64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韦璎珍  81.74452************44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先海林  68.66510************11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邓又嘉  85.80511************01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雯  83.40142************0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林雪丽  81.50511************60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唐婧琳  86.26510************3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可欣  81.66511************0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贤哲  74.30510************76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杜玉婷  84.00510************24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尹晓妍  78.66510************20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唐锦洋  78.46510************81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闵锐  77.06511************43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龚歆越  80.94511************56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卢红雨  83.34500************0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郑南希  73.06511************02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尹东海  79.20513************59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雪岩  78.94140************03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姜琚若  83.46220************5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姜浩然  92.70231************05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汤允泽  81.20340************51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尹昊阳  88.40340************93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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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黎元培  82.60342************61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林淑榕  82.26352************0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昊淼  85.54370************62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明欣  80.66411************41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妍菱  85.00440************64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雨君  91.86500************929(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熊奥翔  88.54500************61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慧  75.40500************90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冰雁  83.06510************54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杨润濠  82.46510************570(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申雯  80.54510************30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阎厚通  84.66511************01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蒋林孜  86.94511************4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净伊  83.94511************02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卢靖企  84.80511************17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廖崇梅  79.00511************82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王盼  85.46513************624(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付海洋  80.54513************81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龚曌懿  81.14513************7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岳恬恬  87.80520************84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冷睿  87.20630************02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崔章雄  83.20650************01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薛宝冰  86.86652************67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叶文强  75.60652************41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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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金融学院 周俣含  70.00522************3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蔡少鸿  71.46350************818(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林杰  78.34510************432(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周鑫怡  79.60320************225(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李易红  81.26530************047(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蕊  73.00532************54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怡  65.80513************706(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孔雅婷  81.14620************02X(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刘心雨  85.46630************223(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苏桢  87.00130************341(025100)金融 (01)金融学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郝钰  80.80130************221(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田云珠  80.50142************261(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姜思琦  82.70142************42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张冉  74.30211************42X(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向梁  86.40431************210(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史恒嘉  85.46210************71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谭龙  86.90422************615(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新元  83.80360************315(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万思琦  77.80370************021(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桑倩倩  85.30370************322(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曾馨仪  74.80513************207(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陈锐  88.30152************12X(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闵书颜  90.26220************429(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3)金融学院 严澳  85.66410************269(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页码 15      共48页



西南财经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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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雲惠  81.94510************188(025500)保险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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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曾程  72.60510************217(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决策智能 直博生

(004)工商管理学院 韦力涵  84.76450************314(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决策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宫慧妍  83.26340************227(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决策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欢  85.78430************461(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决策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景行  77.77370************615(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决策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伊娃  74.10500************541(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决策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若彤  86.78510************527(1201Z5)大数据管理 (01)大数据与决策智能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林静  84.80342************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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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丹敏  86.30411************0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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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韵岚  80.34421************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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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宇焕  89.74410************627(1201Z5)大数据管理 (03)金融大数据优化与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俏  81.62210************022(1201Z5)大数据管理 (03)金融大数据优化与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李雨霏  86.14211************629(1201Z5)大数据管理 (03)金融大数据优化与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申奥  82.84522************011(1201Z5)大数据管理 (03)金融大数据优化与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梦  84.62110************321(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奡斓  85.32130************021(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妍玲  82.92430************126(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郝时雨  86.66140************025(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婷玉  84.42230************22X(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林士艇  82.68352************251(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熊之欢  83.34360************847(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林依君  83.22350************325(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嘉欣  85.46430************824(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彩  81.50432************829(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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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甄雨阳  87.62360************312(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佳芮  87.72510************167(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周宇佳  87.98510************800(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黄云蔚  86.78511************649(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罗淇心  87.86513************246(120202)企业管理 (01)企业战略与商业模式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臧珂  84.90411************422(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季晓丹  77.46142************526(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周福彤  86.82210************429(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丁梦伟  82.10130************127(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洋洲  84.88430************053(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蒋悦雯  86.00350************802(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卞子辰  80.16130************01X(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翟永杰  83.06412************725(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尹文倩  86.54430************205(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林晓洁  86.52430************246(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谢冰凝  85.52500************420(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马若彤  86.64510************848(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伍采蝶  72.94513************128(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牟晓芳  80.34533************921(120202)企业管理 (02)组织行为与管理变革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新祺  83.02210************328(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杨钰钰  86.46370************426(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馨之  83.18622************820(120202)企业管理 (03)资本市场与公司理财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玉宁  88.10610************527(120202)企业管理 (04)运作及信息化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宋雨洁  84.48210************826(120202)企业管理 (05)创业与创新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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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鸿  80.40330************025(120202)企业管理 (05)创业与创新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兰畅  87.30362************022(120202)企业管理 (05)创业与创新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学  85.40140************042(120203)旅游管理 (02)旅游投融资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肖媛  91.04140************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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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博洋  92.48142************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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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  83.28511************7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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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嫣  80.44362************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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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雨晴  84.74511************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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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欢欢  83.22510************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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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晴  85.08411************6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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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雯雯  81.18350************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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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亚男  84.1036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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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琪  86.96411************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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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润昱  90.44370************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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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丽云  84.10430************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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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露  80.32510************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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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楚晗  93.42510************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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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怡兰  73.57510************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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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襄  84.34510************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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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潇雨  91.34513************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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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佳慧  86.56513************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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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东霓  85.88331************043(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绩效与薪酬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丰盛  90.20330************312(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绩效与薪酬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张周曼  82.26340************622(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2)绩效与薪酬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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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杨丽芸  85.98510************228(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4)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欧芷泳  85.18440************143(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4)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秦丽蓉  80.06469************124(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4)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商珂  91.70140************019(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4)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巫彤彤  78.34510************121(1202Z2)人力资源管理 (04)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徐千千  87.04330************528(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2)数字服务与智能营销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陈毓  95.62460************048(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2)数字服务与智能营销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袁心怡  81.20510************069(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钟天民  77.42360************918(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董洁  87.66500************02X(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3)消费者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袁翰孜  74.74510************169(1202Z5)市场营销管理 (04)营销组织关系与行为研究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唐相群  75.50430************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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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梦雅  81.50410************5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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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宣婷  77.84430************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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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鸣  90.80130************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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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艺  95.30500************7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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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健婷  93.16510************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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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赟  84.84372************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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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毅杰  81.94360************912(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2)网络零售与电商物流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宁秋梅  84.82450************02X(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3)供应链金融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王艺澎  84.68211************02X(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3)供应链金融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庞欣  85.12211************122(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3)供应链金融 硕士

(004)工商管理学院 冯锦茹  87.08421************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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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为  84.90210************438(1202Z9)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04)采购与供应链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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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工商管理学院 刘楠  82.72321************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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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艳霞  83.86360************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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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怡  85.42360************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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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硕  91.82341************3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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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轲  81.00340************623(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马通图  83.70140************078(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陈典  84.48510************384(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嘉雯  84.15341************229(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胡宜享  83.95411************913(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张澄宇  84.45411************519(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杨阳  79.63510************06X(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仪  78.03510************129(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何芊慧  79.65510************364(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刘蕾  86.35231************727(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谭子希  82.73430************020(020206)国际贸易学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段会鑫  85.60231************427(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玥彤  84.90513************886(020206)国际贸易学 (02)国际贸易与金融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胡凉宜  82.65513************227(020206)国际贸易学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粟雨欣  82.18510************023(020206)国际贸易学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齐民  84.60510************357(020206)国际贸易学 (04)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张琪琪  83.68522************026(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宋珺伯  83.18210************016(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马成程  88.25210************524(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桑子豪  89.78321************617(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针大众  85.30370************316(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胡雨欣  83.20500************527(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熊媛  78.08511************629(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余亚婷  83.93510************322(025400)国际商务 (01)中国公司国际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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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国际商学院 徐唯涵  86.35210************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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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艺瑗  86.00511************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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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灿  83.25450************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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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双宇  83.23500************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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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越  81.18510************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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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儒  87.10511************724(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王奕然  80.30140************047(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姚又文  87.28513************012(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安小语  78.70620************521(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刘誉  83.35532************327(025400)国际商务 (03)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刘园庆  81.60422************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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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梦悦  83.28130************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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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楚瑷  80.8821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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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嘉毅  85.90211************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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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佳英  79.60330************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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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宇豪  86.98511************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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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笑璇  81.95410************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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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星怡  82.10142************621(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尹梦淇  87.13331************028(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硕士

(005)国际商学院 李天意  87.60510************058(1202Z1)国际商务 (03)跨国金融与财务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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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周雯玟  86.00510************782(020208)统计学 (01)宏观经济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胡洋博  89.83510************010(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白欣卉  86.53220************241(020208)统计学 (02)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韩静雯  86.40340************523(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思诚  84.80130************11X(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丽瑛  86.27142************027(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帅敬凡  77.66511************021(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白欣宜  87.03150************823(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查美霞  85.57360************046(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娜  81.67511************546(020209)数量经济学 (01)金融数量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佳艺  84.56220************228(020209)数量经济学 (02)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玉可  82.54370************725(020209)数量经济学 (02)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唐荣菊  83.43450************029(020209)数量经济学 (02)计量经济理论与应用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朱财佳  94.67460************512(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1)大数据分析方法及应用 直博生

(006)统计学院 谭雅蓝  93.40500************506(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1)大数据分析方法及应用 直博生

(006)统计学院 杨芷滢  85.20440************020(0202J8)经济大数据分析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郭纪含  83.20120************323(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周文婷  83.33510************527(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吴宇博  80.00120************110(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柴浩  86.27370************72X(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张玉宁  82.87371************824(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赵艺菲  85.80411************109(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胡玲玲  82.07412************221(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沈俊羽  88.37500************248(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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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廖鑫  76.03513************195(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夏毅  77.17530************529(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刘怡男  69.93430************623(025200)应用统计 (01)金融统计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戴萍  82.00340************02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晨  81.84131************327(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龙  80.17421************31X(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马英明  80.87210************12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魏元圆  88.50510************12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籍莹莹  88.40130************922(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万雨檬  81.97210************523(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杨松潮  74.20211************017(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孙沛琪  90.27231************526(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字云凤  82.07530************42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邱馨乐  82.97522************323(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朱本计  87.34340************930(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馨  86.60130************31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佳璇  80.97370************928(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杜慧敏  82.87411************042(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苏扬  86.37510************020(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陆锦妙  83.10330************625(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曾雯雨溦  88.07511************525(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青语  78.67511************02X(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洪德  82.47511************417(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陈奕宏  86.70500************028(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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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统计学院 张晨汉  84.40510************012(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兰雨桥  84.20410************531(025200)应用统计 (02)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王佳月  84.44211************021(025200)应用统计 (03)金融大数据分析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杨东旭  85.67510************211(071400)统计学 (01)统计学 直博生

(006)统计学院 许志新  86.64350************73X(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马晓明  80.23371************880(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李函哲  85.90410************518(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罗兴凯  87.40511************512(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06)统计学院 黄晨馨  86.47511************368(071400)统计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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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吕雨桐  86.49510************478(020204)金融学 (03)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直博生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郝垄昱  82.55120************02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李慧哲  84.46230************423(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贾雪莹  82.50210************12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邹昭君  81.20511************229(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马宇航  82.06130************17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李虹雨  80.08510************25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袁子涵  80.40410************820(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王恺涛  81.40320************774(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何思宁  80.28510************908(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张庆霖  82.46430************393(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田甜  81.00522************824(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王佳瑜  80.38510************32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黄朝泽宇  65.60511************013(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颜冯渊  83.13510************834(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陶昱涵  81.60510************08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龚洎锋  87.13513************03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李婷婷  77.18360************520(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陆锋  77.00342************211(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王培儒  85.60410************515(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常钰嘉  78.74610************021(020204)金融学 (02)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周淑婷  82.46372************822(020204)金融学 (03)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李一心  80.90120************564(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薛力红  74.80340************445(020204)金融学 (04)金融工程与资产定价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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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赵怡  76.65140************824(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张潆艺  80.60210************422(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薛紫彤  83.34350************647(020204)金融学 (05)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李晶旖  83.15371************522(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王治喜  84.93522************413(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戴万淇  84.08450************15X(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黄楚文  83.60431************438(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苗家瑞  82.93610************041(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007)中国金融研究院 陈雨微  82.28330************541(020204)金融学 (06)金融科技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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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公共管理学院 何佳怡  88.37513************108(020207)劳动经济学 (01)劳动力市场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袁景琦旭  91.57320************026(020207)劳动经济学 (01)劳动力市场理论与政策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乌兰  86.87150************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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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晴  83.37513************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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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慧  88.87321************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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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林洁  87.20620************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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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曚嘉  91.07510************423(1201J3)政策科学与公共管理
创新

(03)公共服务与地方治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陈婧  90.60513************045(120401)行政管理 (01)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曾航  84.70360************013(120401)行政管理 (03)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马潇  86.00130************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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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碧茜  89.5321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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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子桐  88.63232************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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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琳  82.26510************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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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雨萱  89.70510************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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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俊芝  84.70511************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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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敏  79.80431************584(120401)行政管理 (05)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吴飞  88.77522************246(120401)行政管理 (05)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汤璇  89.87622************226(120401)行政管理 (05)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冷熠霞  90.13510************605(120402)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
管理

(01)健康政策与治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张玉婷  89.86513************829(120402)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
管理

(01)健康政策与治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成沛彤  82.13211************026(120404)社会保障 (02)养老保险与退休规划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吴家莉  81.86522************021(120404)社会保障 (02)养老保险与退休规划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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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公共管理学院 向欣悦  88.90510************368(120404)社会保障 (02)养老保险与退休规划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李秋怡  79.64440************167(120404)社会保障 (03)医疗保障与健康管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邹媛媛  79.60511************44X(120404)社会保障 (04)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硕士

(009)公共管理学院 何翔海  88.17450************517(120404)社会保障 (04)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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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王若婕  83.53110************023(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佳诺  82.13211************724(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朱秋屏  82.94511************42X(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史靖怡  78.23130************020(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沈于岚  81.24330************027(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孙柯  77.67410************040(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申思路  82.10372************025(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周怡蕾  92.00510************800(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庭渝  83.90500************022(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熊宇琪  84.40420************026(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佳芮  82.60510************762(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朱玲慧  80.20511************605(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何子艺  77.73532************020(025700)审计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荣俊豪  86.80371************114(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研究 直博生

(010)会计学院 杨平  87.80370************52X(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研究 直博生

(010)会计学院 刘斯媛  86.42210************820(120201)会计学 (01)会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刘胜男  91.63222************223(120201)会计学 (01)会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侠  84.86610************129(120201)会计学 (01)会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修齐  90.33513************042(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佳宁  86.10220************822(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常乐  86.53510************77X(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朱玥  86.52510************722(120201)会计学 (02)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艺霏  81.00230************845(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田群  86.83500************72X(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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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何艳霜  84.73500************921(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柏桥  92.00140************033(120201)会计学 (03)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吕力红  84.60330************620(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庞超  85.00410************032(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金舟洋  85.97410************202(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怡凡  84.94513************067(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惠婷  86.10230************621(1202Z6)财务管理 (02)资本市场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林田  85.20130************26X(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郭梦雅  90.20341************422(1202Z6)财务管理 (03)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裴若菲  82.83372************024(1202Z7)审计学 (01)审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刘玥玥  82.80510************420(1202Z7)审计学 (01)审计理论研究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周楠  77.10500************767(1202Z7)审计学 (02)政府审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应之瑜  88.13331************266(1202Z7)审计学 (03)独立审计与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邢霜  87.20510************463(1202Z7)审计学 (03)独立审计与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钟雨桐  92.04510************04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雯哲  79.17510************4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许晨晨  86.53371************62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周欣然  90.00440************2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凯妮  87.04350************44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朱茈苑  87.00231************44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鑫豪  86.53513************23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润田  81.30140************7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何禹良  83.53210************51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徐镜涵  83.67210************14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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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李依潼  82.73211************2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薛婉莹  82.37142************3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邰天洋  86.37210************6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天予  87.27210************51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刘冠男  85.80210************51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明春杨  87.00211************51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馨月  90.43211************02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马亚楠  82.33211************0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孙嘉鑫  83.16211************82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黄薪如  86.63230************7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冯元虹  89.10330************64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正文  84.40342************11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林田珺  81.50350************60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万娜  82.56362************3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郝雯丽  82.93370************8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高连雨  80.66370************88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雨霜  83.90510************54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和春晴  83.77532************3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郭乐水  83.30210************84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郑裕莎  81.56511************76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冯婉晨  84.64130************9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晓晓  81.24320************1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蔡蕾蕾  82.83330************58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裘凌燕  83.57330************4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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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黄欣  84.90330************04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葛欣昀  84.60330************7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周颖琪  85.43331************56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慧娟  81.93500************32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邹昊昀  88.16350************56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曾晓兰  82.60360************6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肖祎  84.37360************6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袁梦倩  80.43362************3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许佳  86.40430************4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傅钰  86.36500************78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谢思超  85.50612************02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李嘉淇  84.76370************06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兰静  82.80370************8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何泰文  83.03511************01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宋卓然  82.04140************2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赵陆源  81.53410************10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万佳齐  86.63360************51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远航  83.30422************4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许清河  82.03430************52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部芷伊  86.70430************04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胡玲欣  83.47431************0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黄燕琳  87.74511************22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章雨  86.07330************25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晓芸  84.23513************5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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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薛雨晴  92.67511************6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瑶  78.10500************5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雯婧  78.46510************76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肖思依  90.80510************82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饶世雨  85.40510************95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宋妍  85.23511************68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程晴  82.87511************0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梓萤  85.50511************02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萌清  90.53130************04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申丽晓  91.60130************38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宿焯恩  84.23130************51X(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纪雪  91.20152************122(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佳琪  82.47152************9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淇  84.00210************2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乙多  85.20370************2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杨雯熙  88.97411************5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郑勇棋  90.10420************13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罗美婧  91.40420************72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叶奕乐  87.46420************34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石迎港  85.64500************69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官芝颖  82.96500************0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赵晓敏  87.23500************62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左少雄  88.54500************61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意  88.06500************9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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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会计学院 刘婧莹  85.56500************4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罗小玲  82.23500************64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晴月  80.63500************1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罗本玥  81.74510************06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毛静玥  83.43510************10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赖思敏  82.30510************42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唐珏鑫  83.70510************12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邹璐洋  83.10510************06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吴昊天  82.34510************01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志华  84.87510************766(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宾雪  82.26511************04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钟依汝  82.90511************02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任丽  86.26511************604(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严新  79.53513************54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何雨珂  90.30513************04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陈可  81.17513************085(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刘洋  86.10522************04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张源珈  90.50530************923(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董习一  86.33620************0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牛菁怡  85.90630************529(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赵艳虹  81.97530************367(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王艺菲  84.37210************141(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任国莉  82.66511************828(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010)会计学院 林可心  85.77510************520(125300)会计 (01)数据分析与财务决策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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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学院

于金金  77.84412************74X(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硕士

(011)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学院

白芊芊  84.27510************442(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硕士

(011)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学院

谢炎哲  82.30410************012(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011)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学院

丁方一  86.67430************538(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011)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学院

韦鳗珍  91.17452************025(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011)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学院

罗灵  83.63511************525(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2)计算机应用技术 硕士

(011)计算机与人工智能
学院

王景凯  85.70371************013(081200)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人工智能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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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外国语学院 刘懿兴  83.33350************519(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外国语学院 张玉婷  83.30513************128(05021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外国语学院 刘傲  85.20510************848(055101)英语笔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外国语学院 王栩岚  82.00130************525(055102)英语口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2)外国语学院 赵旻轩  93.74652************222(055102)英语口译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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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法学院 郑杰  83.05452************215(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1)宪法学 硕士

(015)法学院 杨添奥  86.14210************051(030103)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0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硕士

(015)法学院 孙飘  83.51430************766(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学 硕士

(015)法学院 王静  82.15500************526(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学 硕士

(015)法学院 陈思贤  87.01511************220(030104)刑法学 (01)中国刑法学 硕士

(015)法学院 顾佳伟  80.27330************610(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唐宁远  80.02211************222(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杨子萱  80.44511************260(030105)民商法学 (01)民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李田仪  84.79410************521(030106)诉讼法学 (01)刑事诉讼法 硕士

(015)法学院 朱荻  88.78513************019(030107)经济法学 (01)金融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苏烨  85.86140************744(030107)经济法学 (03)财税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李东泽  92.09450************114(030107)经济法学 (03)财税法研究 硕士

(015)法学院 周丽  84.34513************143(030109)国际法学 (01)国际经济法(含WTO法律制度) 硕士

(015)法学院 王婧羽  85.10410************022(0301Z2)知识产权法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黄思雨  72.68510************324(0301Z2)知识产权法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赵冬琬  75.03371************028(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唐佳  81.42510************022(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聂倩如  70.80510************746(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李东叶  81.15510************806(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5)法学院 黄梓怡  77.70360************623(035102)法律（法学） (01)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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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体育学院 周雪  66.93511************025(045201)体育教学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9)体育学院 陈莉  83.87513************825(045204)社会体育指导 (00)不区分研究方向 硕士

(019)体育学院 宋泽华  82.73370************015(1204Z1)体育事业管理 (02)体育经营管理 硕士

(019)体育学院 谯聪  80.40513************622(1204Z1)体育事业管理 (03)体育产业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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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数学学院 郭思航  88.33510************318(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数学学院 邓佳杰  85.00510************86X(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数学学院 余颖  82.67610************027(0202Z1)数理金融学 (01)金融资产定价模型及方法 硕士

(020)数学学院 田可望  87.00341************237(0202Z1)数理金融学 (02)金融计算与仿真技术 硕士

(020)数学学院 刘琼莲  81.00511************025(0202Z1)数理金融学 (03)投融资决策与方法 硕士

(020)数学学院 周蔚廷  84.00331************016(070100)数学 (04)运筹学与控制论 硕士

(020)数学学院 曲思宇  86.00210************423(070100)数学 (05)机器学习数学理论与应用 硕士

页码 41      共48页



西南财经大学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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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严嘉祺  86.67510************173(020104)西方经济学 (03)应用微观经济学 直博生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汤廷玥  93.00510************422(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公共经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赵子雯  80.00140************822(020104)西方经济学 (02)公共经济政策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金悦颜  85.33210************423(020104)西方经济学 (03)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高雅  87.67350************026(020104)西方经济学 (04)微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周明璇  87.67130************566(020104)西方经济学 (05)应用微观经济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彭荣毅  82.67445************114(020104)西方经济学 (05)应用微观经济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齐煜  85.00220************020(020104)西方经济学 (05)应用微观经济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周毅  89.00500************116(020104)西方经济学 (05)应用微观经济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李欣怡  85.33142************522(020104)西方经济学 (06)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马依莎  89.33640************22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黄诗琦  87.33510************025(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李延  81.67140************02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刘嘉  89.67510************064(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莫睿之  89.67511************02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丁一珊  87.00500************022(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叶奎成  91.67510************019(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王一彤  88.33371************841(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李明秋  87.33510************467(020204)金融学 (01)资本市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朱姹嫣  87.00500************220(020204)金融学 (02)公司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赵凯莉  80.33511************742(020204)金融学 (02)公司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刘姗姗  84.33500************227(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曾鑫  86.00510************360(020204)金融学 (04)家庭金融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吴静琨  82.00370************628(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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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张筱萱  86.33230************743(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靳浩浩  82.00141************211(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王明月  87.67370************524(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张玫  82.33340************328(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唐钰洪  92.00513************418(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岳晋如  82.67410************045(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李思源  84.00510************042(120202)企业管理 (01)战略管理与组织行为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宫昕茹  94.33210************529(120202)企业管理 (02)市场营销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马德欣  91.00150************624(120202)企业管理 (02)市场营销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郑路奕  94.00500************528(120202)企业管理 (02)市场营销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魏嘉奕  91.67610************227(120202)企业管理 (02)市场营销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王霄云  87.33530************31X(120202)企业管理 (02)市场营销 硕士

(021)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彭睿一  81.33511************822(120202)企业管理 (03)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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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邹来亮  89.83362************215(020201)国民经济学 (01)国民经济运行研究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梁诗棋  80.37500************326(020201)国民经济学 (01)国民经济运行研究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刘婧妍  86.63210************025(020201)国民经济学 (02)宏观经济调控研究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赵雨嘉  89.66370************025(020201)国民经济学 (02)宏观经济调控研究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陈子夜  87.46510************262(020202)区域经济学 (01)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曾智鹏  89.57421************410(020202)区域经济学 (01)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马艺瑗  89.80513************222(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商波涛  81.83330************51X(020202)区域经济学 (02)城市与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郑庆梅  78.33372************920(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周天舒  84.70130************067(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郭佳  82.20130************761(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王德慧  86.14513************821(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熊虎成  82.50421************518(020205)产业经济学 (01)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徐晨曦  93.10410************03X(0202J5)农业经济学 (01)城乡统筹理论与实践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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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蔡安康  86.47510************013(0202J5)农业经济学 (03)农村金融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杨岚  87.53510************44X(0202J5)农业经济学 (04)涉农产业经济发展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刘蓉  83.20430************108(0202Z8)消费经济学 (02)居民消费行为与消费市场研究 硕士

(023)中国西部经济研究
院

夏雪  88.06511************928(1203Z1)乡村经济管理 (01)乡村经济发展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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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蹇孟妍  91.82522************044(030301)社会学 (04)教育社会学 直博生

(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张瑶  86.83431************028(030304)民俗学 (03)文化人类学 硕士

(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王嵩川  87.86330************034(0303Z1)社会经济学 (01)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 硕士

(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李麟昊  87.00371************542(0303Z1)社会经济学 (01)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 硕士

(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刘巧眉  88.44411************441(0303Z1)社会经济学 (01)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 硕士

(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杨思佳  88.54510************545(0303Z1)社会经济学 (02)金融社会学 硕士

(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张世芮  86.84510************043(0303Z1)社会经济学 (03)数字社会与共同富裕 硕士

(025)社会发展研究院 原微玲  84.40142************12X(035200)社会工作 (01)社区社会工作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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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霍欣慧  86.20211************023(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辛诗洁  82.40211************425(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许雨  83.67320************261(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韩同凡  81.77370************822(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马楠  87.47130************027(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王佳惠  89.07410************523(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陈彦羽  87.73500************524(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1)金融大数据分析与风险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陈嘉琳  84.40513************424(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2)系统工程与运营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刘佳莹  85.47410************02X(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2)系统工程与运营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李思怡  88.10510************068(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2)系统工程与运营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石金冰  83.53410************923(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2)系统工程与运营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谭政文  89.43431************811(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2)系统工程与运营管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张卓婷  80.30411************221(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数智商务与社会治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朱佳佳  82.20412************88X(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数智商务与社会治理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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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曾耀  84.20510************63X(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数智商务与社会治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王小兰  81.73511************223(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数智商务与社会治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钟清华  83.63511************185(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数智商务与社会治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叶观爱  84.07441************82X(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3)数智商务与社会治理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陈琳  83.83513************208(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4)信息管理与金融智能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陈凯伦  84.27321************512(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4)信息管理与金融智能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廖梓严  85.47510************34X(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4)信息管理与金融智能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马儒基  86.47510************616(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5)人工智能与数据工程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卢睿孜  81.87510************822(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5)人工智能与数据工程 硕士

(030)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

逯堂林  83.80511************216(120100)管理科学与工程 (05)人工智能与数据工程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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