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报名号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20217043105 黄曦 信息管理
20217043122 张成怡 会计学
20217043142 蔺方鸿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3147 童俣 会计学
20217043182 崔晓敏 信息管理
20217043201 严广英 企业管理
20217043211 任心瑜 会计学
20217043223 李敬烨 技术经济及管理
20217043230 程露平 企业管理
20217043251 王娇娇 企业管理
20217043308 黄祉媛 企业管理
20217043334 杨一环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3351 王一丹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3354 刘逸轩 产业经济学
20217043355 刘世云 公共管理
20217043381 郑华 技术经济及管理
20217043398 王辉 金融
20217043436 杨小宁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3438 杨新宇 旅游管理
20217043443 张文佳 企业管理
20217043476 邓锐琦 企业管理
20217043483 孟桐 劳动经济学
20217043493 张嘉祺 技术经济及管理
20217043515 吴慧 会计学
20217043521 郑安邦 产业经济学
20217043529 史昊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3532 田宇 金融学
20217043549 刘炎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3560 吴晶莹 审计
20217043584 李心怡 产业经济学
20217043588 王宇潇 审计
20217043604 韩雨桐 会计学
20217043614 李瀚忱 金融
20217043657 罗飞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3659 李颖 产业经济学
20217043678 陈琢 企业管理
20217043701 曹静 国际贸易学
20217043703 张文英 金融
20217043708 周城溪 产业经济学
20217043709 梁倩 金融学
20217043734 张雅琪 会计学
20217043762 谢明娟 国际贸易学
20217043772 李晴 劳动经济学
20217043802 张译文 审计
20217043814 罗雨薇 企业管理
20217043899 刘鸿雁 会计学
20217043908 汤莹滢 产业经济学
20217043965 陈子璇 审计
20217043966 鲁贺玉 劳动经济学
20217043995 黄嘉豪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4006 石雨萱 应用经济学
20217044013 冯瑶 企业管理
20217044091 于靖萱 会计学
20217044103 韩金朵 企业管理
20217044115 王炜哲 技术经济及管理
20217044119 王心语 审计
20217044138 王瑶 会计学
20217044141 韩一萱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4142 吴迪 信息管理
20217044149 刘欣平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4162 申怡然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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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044165 孙瑜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4191 潘以理 会计学
20217044225 王宁怡 会计学
20217044226 杜雨烟 审计
20217044258 黄嘉慧 旅游管理
20217044272 李响 产业经济学
20217044277 刘贞洁 会计学
20217044281 李悦 审计
20217044282 蒋字哲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4284 王鑫 金融学
20217044295 李沛哲 金融
20217044318 张瑞珊 企业管理
20217044329 戈程禹 金融
20217044344 赵子颖 金融学
20217044385 展园园 金融
20217044395 杨靖 审计
20217044401 余先明 信息管理
20217044410 王馨悦 应用经济学
20217044412 刘沛 信息管理
20217044418 方鸾 审计
20217044422 贠雪 会计学
20217044452 张青山 金融学
20217044458 文含蕊 企业管理
20217044487 李欢 旅游管理
20217044504 仉潇枫 金融
20217044510 欧阳旭日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4551 江金玉 产业经济学
20217044568 宋宇轩 产业经济学
20217044574 王凯 会计学
20217044579 马宇航 金融
20217044590 张爽 企业管理
20217044613 张环月 信息管理
20217044628 王佳蕊 会计学
20217044657 冯宁静 会计学
20217044674 王莹 会计学
20217044677 郑涵中 会计学
20217044679 罗妍 会计学
20217044700 李雯琪 应用经济学
20217044704 李一琪 审计
20217044705 赵畅畅 企业管理
20217044706 于洪懿 审计
20217044718 李晓芳 审计
20217044750 贺依婷 会计学
20217044754 王佳靖 企业管理
20217044775 刘骞普 审计
20217044777 赵斯琪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4813 李雅婧 审计
20217044818 刘新科 企业管理
20217044838 路羚 产业经济学
20217044859 于晓晨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4870 刘颖超 产业经济学
20217044873 郝梦悦 审计
20217044887 巫佳潞 产业经济学
20217044947 李方程 企业管理
20217044976 段思竹 国际贸易学
20217045012 梁申颖 金融
20217045019 晏诗瑶 应用经济学
20217045021 吴天翔 审计
20217045026 付湘山 产业经济学
20217045039 柯进军 金融学
20217045079 张瀚月 应用经济学
20217045084 杨婷婷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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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045112 甄皓瑜 信息管理
20217045118 焦德涵 金融
20217045128 廖肇乾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5137 张莹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5147 张琳 企业管理
20217045162 杨思媛 产业经济学
20217045192 张琳沁 审计
20217045208 林枫 产业经济学
20217045223 陈实 金融
20217045232 刘珊 企业管理
20217045258 林郁东 金融学
20217045261 尹宏兰 产业经济学
20217045286 王誉静 会计学
20217045292 宋雨婷 审计
20217045309 刘思宇 信息管理
20217045323 吴艾桂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5328 王恒愉 企业管理
20217045351 崔新悦 审计
20217045380 郑一杰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5408 杜欣潭 审计
20217045459 杨锦潼 金融
20217045470 王靖伊 会计学
20217045475 鞠洪瑾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5481 聊命运 管理科学
20217045502 黄雅兰 金融
20217045517 聂澳 国际贸易学
20217045536 于佳宁 产业经济学
20217045548 谢亚洵 信息管理
20217045592 耿新梦 金融
20217045611 王艺 会计学
20217045623 刘葛泓 信息管理
20217045637 胡林 企业管理
20217045644 李静 企业管理
20217045691 叶雯怡 技术经济及管理
20217045704 李芷馨 金融
20217045715 邵妍妍 产业经济学
20217045725 余志强 金融
20217045777 肖继钥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5784 贾鲁燕 会计学
20217045793 杨弈文 审计
20217045794 毕瀚文 企业管理
20217045797 佟欣宇 会计学
20217045809 焦家乐 国际贸易学
20217045812 李雪家 劳动经济学
20217045831 傅歆芮 企业管理
20217045835 李润 会计学
20217045871 马飞越 产业经济学
20217045898 李新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5924 赵祎 会计学
20217045939 陈欣 企业管理
20217045940 易晨 金融学
20217045987 张伊阳 审计
20217045995 温美雪 旅游管理
20217046012 马炬申 应用经济学
20217046036 杨煜田 企业管理
20217046096 李耀斌 金融
20217046102 刘丙琪 国际贸易学
20217046119 王一钧 金融
20217046173 李文婷 金融
20217046184 蒋琪琪 信息管理
20217046214 余嘉琦 应用经济学
20217046216 李岩 物流管理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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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046226 赵晓宁 会计学
20217046232 张佳 金融
20217046246 岳蓝雨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247 李学玲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248 蒋雨湉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253 邓凤怡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267 周颖玲 信息管理
20217046284 张泫 金融
20217046290 王雨晴 金融
20217046298 刘晔雯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6317 施琦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6336 连桐杉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398 熊胜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6424 任慧婷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455 林秋满 管理科学
20217046474 王靖宇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6496 乔婷钰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502 史文欣 企业管理
20217046522 胡可欣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541 于芳 企业管理
20217046564 张颖 会计学
20217046579 王浩源 信息管理
20217046582 胡嘉营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6607 杨思雨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626 陈婧 金融
20217046642 马晓琛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645 张淑文 金融
20217046657 孙宁遥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665 吕榭 公共管理
20217046671 李春雨 金融学
20217046686 吴磊 金融
20217046712 张斯懿 国际贸易学
20217046741 吕晓萌 金融
20217046744 徐丹 信息管理
20217046885 李雨书 公共管理
20217046898 徐雪倩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915 徐康 金融
20217046922 张熙钰 管理科学
20217046988 李记升 产业经济学
20217046993 李喜媛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7005 张璐麒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7042 刘洋 信息管理
20217047062 郝阳歧 应用经济学
20217047067 陈艳青 审计
20217047088 穆雨新 会计学
20217047105 王丽杰 产业经济学
20217047108 默晗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7122 李晓菲 会计学
20217047127 马国瑞 产业经济学
20217047134 柳昊 金融学
20217047211 王宁 金融学
20217047233 梁雨欣 企业管理
20217047254 史慧琳 金融
20217047263 张玥 信息管理
20217047276 杨春晓 审计
20217047278 冯凡 应用经济学
20217047289 徐瑞邈 审计
20217047303 张梦圆 金融
20217047325 李美璇 金融
20217047405 任新茹 企业管理
20217047408 潘美静 劳动经济学
20217047456 田赞禄 会计学

入围名单20200715公布



5

20217047528 李真真 产业经济学
20217047595 韩梦玮 企业管理
20217047616 方子珺 劳动经济学
20217047623 杜卓 审计
20217047653 景司琳 会计学
20217047697 季俊霖 产业经济学
20217047714 孙永康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7762 王一帆 金融学
20217047766 管恬 产业经济学
20217047799 支曈辉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7817 17241022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7824 闫明玉 企业管理
20217047827 郝雅丽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7832 梁煦 会计学
20217047838 肖一鸣 企业管理
20217047900 王雪雁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7903 马心悦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7904 朱凯文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7941 史雅欣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7967 刘小山 金融
20217047992 李晨阳 企业管理
20217048000 王毅 企业管理
20217048001 钱有华 会计学
20217048002 董雨欣 会计学
20217048023 李蓥 产业经济学
20217048027 耿珊 信息管理
20217048053 朱梦晴 金融
20217048059 邹文静 金融
20217048065 黄碧虹 会计学
20217048070 樊佳琪 产业经济学
20217048095 王一凡 金融
20217048103 齐逸航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8121 刘小饴 审计
20217048131 艾建辉 国际贸易学
20217048133 宋曹颖 公共管理
20217048150 陈钰青 劳动经济学
20217048228 高静怡 会计学
20217048310 钱文俊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8327 金奇 金融
20217048339 汪昕玥 会计学
20217048348 王柯允 产业经济学
20217048378 杜若芸 企业管理
20217048384 李紫梦 管理科学
20217048386 黄家懿 信息管理
20217048397 李沛垚 会计学
20217048403  金军 国际贸易学
20217048456 邱悦 金融
20217048458 王胜楠 企业管理
20217048460 蒋航天 企业管理
20217048475 曹沐雨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8491 汪玉萱 金融
20217048522 段睿睿 信息管理
20217048567 龚晨 企业管理
20217048570 罗筱雯 旅游管理
20217048608 王拓 审计
20217048615 白雨帆 金融学
20217048662 张婉伊 信息管理
20217048709 杨灿 应用经济学
20217048713 黄芊 会计学
20217048718 聂梦瑶 会计学
20217048735 李雪淳 会计学
20217048770 刘翔鸽 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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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048784 王涵 产业经济学
20217048794 张浩然 国际贸易学
20217048870 李唐菲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8960 王雨濛 企业管理
20217049006 卫艺伟 企业管理
20217049029 侯海兰 劳动经济学
20217049030 戴明静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9042 周芯巧 企业管理
20217049056 王心逸 金融
20217049075 孙舒展 企业管理
20217049093 骆依葛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104 李金泰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107 朱安琪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109 刘荣悦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9121 李泽龙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9172 刘娟 金融
20217049179 杨丽芳 企业管理
20217049198 季璇 信息管理
20217049224 王玉萍 劳动经济学
20217049233 郭昱萱 审计
20217049237 彭华笛 审计
20217049252 史金梦 劳动经济学
20217049253 武小旭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270 李肖钰 审计
20217049289 蔡宛彤 会计学
20217049323 汪旭梅 信息管理
20217049349 卢颖洁 产业经济学
20217049372 张韶润 信息管理
20217049377 曾辛茹 金融学
20217049393 刘智慧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414 刘雪凝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9424 吴殷 金融学
20217049439 徐子凌 会计学
20217049445 吴贝雷 金融
20217049457 陈天雨 管理科学
20217049477 高小莉 劳动经济学
20217049491 张玉彤 会计学
20217049497 张芙蓉 劳动经济学
20217049505 张嘉昕 会计学
20217049506 孙鸣谦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510 周尚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49563 杨柳一 管理科学
20217049596 田颖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662 杨露沂 审计
20217049674 刘晓雁 审计
20217049686 贺雅丽 审计
20217049687 曾莎莎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49696 尹卓君 金融学
20217049727 冯陈诗 旅游管理
20217049750 林丽 企业管理
20217049839 王茂田 企业管理
20217049889 郑婉茵 金融学
20217049905 张郁苓 金融
20217049916 王珂欣 审计
20217049924 王福玉 会计学
20217049962 刘子烨 信息管理
20217050042 任梓豪 金融
20217050047 张子琛 工程与项目管理
20217050094 贾懿琪 劳动经济学
20217050138 徐佳平 会计学
20217050181 吴卫倩 企业管理
20217050188 徐颖 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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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050212 李杞仁 金融学
20217050249 王菲 物流管理与工程
20217050260 闫旭 产业经济学
20217050271 刘红德 管理科学
20217050276 杨涵煦 公共管理
20217050277 伏玥蒙 技术经济及管理
20217050301 贾景皓 产业经济学
20217050311 贵丽 信息管理
20217050321 金泽宇 审计
20217050324 刘同枝 物流管理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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