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报考专业 成绩
周城溪 产业经济学 94.667
江金玉 产业经济学 93.167
邵妍妍 产业经济学 92.5
巫佳潞 产业经济学 92.167
徐雪倩 产业经济学 92
李学玲 产业经济学 92
李真真 产业经济学 92
石雨萱 产业经济学 91.6
杨思媛 产业经济学 91.5
付湘山 产业经济学 91.333
郑安邦 产业经济学 91.333
李记升 产业经济学 91.167
于佳宁 产业经济学 90.833
蒋雨湉 产业经济学 90
刘清晨 产业经济学 89.333
李响 产业经济学 88.833
李颖 产业经济学 88.5
马炬申 产业经济学 88.4
李心怡 产业经济学 88.167
卢颖洁 产业经济学 87.833
晏诗瑶 产业经济学 87.8
宋宇轩 产业经济学 87.333
郝阳歧 产业经济学 87.2
汤莹滢 产业经济学 86.667
杨思雨 产业经济学 85.833
余嘉琦 产业经济学 85.8
孙宁遥 产业经济学 83.333
王柯允 产业经济学 82.667
王涵 产业经济学 82
路羚 产业经济学 81.167
刘逸轩 产业经济学 77.5
季俊霖 产业经济学 74.167
王丽杰 产业经济学 71.833
管恬 产业经济学 71.5
蔺方鸿 工程与项目管理 92.6
于晓晨 工程与项目管理 91.8
马心悦 工程与项目管理 91
张子琛 工程与项目管理 90.4
孙永康 工程与项目管理 90.2
刘雪凝 工程与项目管理 89.4
杨小宁 工程与项目管理 88.8
郝雅丽 工程与项目管理 88.4
廖肇乾 工程与项目管理 86.8
刘炎 工程与项目管理 86.2
张璐麒 工程与项目管理 86
戴明静 工程与项目管理 85.2
孙瑜 工程与项目管理 76.4
宋曹颖 公共管理 88.6



刘红德 管理科学 91.4
聊命运 管理科学 91.2
杨柳一 管理科学 88.8
陈天雨 管理科学 88.4
张熙钰 管理科学 86
郭子嫣 国际贸易学 87.6
 金军 国际贸易学 87.4
聂澳 国际贸易学 85.8
谢明娟 国际贸易学 85.4
张浩然 国际贸易学 84.6
刘丙琪 国际贸易学 84
曹静 国际贸易学 83
赵祎 会计学 92.4
贠雪 会计学 92.2
汪昕玥 会计学 92.2
张颖 会计学 91.6
黄碧虹 会计学 91.6
王佳蕊 会计学 91.4
李润 会计学 91.2
李晓菲 会计学 91
刘鸿雁 会计学 90.6
钱有华 会计学 90.6
佟欣宇 会计学 90.6
郑涵中 会计学 90.4
冯宁静 会计学 90.2
王莹 会计学 90
梁煦 会计学 90
徐颖 会计学 89.8
王靖伊 会计学 89.6
于靖萱 会计学 89.2
赵晓宁 会计学 88.8
张玉彤 会计学 88.8
徐子凌 会计学 88.6
王艺 会计学 88.2
韩雨桐 会计学 87.6
聂梦瑶 会计学 87.4
张雅琪 会计学 87
王宁怡 会计学 86.6
王瑶 会计学 86.4
穆雨新 会计学 86
贾鲁燕 会计学 85.6
任心瑜 会计学 85.2
罗妍 会计学 84.4
李沛垚 会计学 84.4
张成怡 会计学 84
贺依婷 会计学 83.8
王福玉 会计学 83.8
田赞禄 会计学 83.2
黄芊 会计学 82.8



李雪淳 会计学 81.6
张嘉昕 会计学 81
潘以理 会计学 80.8
郑华 技术经济及管理 88.2
张嘉祺 技术经济及管理 86.6
叶雯怡 技术经济及管理 86.4
伏玥蒙 技术经济及管理 84.6
李敬烨 技术经济及管理 82.2
王一钧 金融 90.6
王一凡 金融 90.4
张淑文 金融 90
马宇航 金融 88.4
杨锦潼 金融 88.4
刘娟 金融 88.2
张泫 金融 86.6
李耀斌 金融 86.2
仉潇枫 金融 86
王辉 金融 84.8
朱梦晴 金融 84.8
徐康 金融 84.2
任梓豪 金融 84
李沛哲 金融 83.6
焦德涵 金融 83.6
张郁苓 金融 83.4
梁申颖 金融 82.2
李芷馨 金融 82.2
吕晓萌 金融 82.2
陈婧 金融 81.6
余志强 金融 81.2
张文英 金融 80.8
王心逸 金融 80.4
李文婷 金融 74
史慧琳 金融 74
展园园 金融 72
邱悦 金融 71
张梦圆 金融 66.8
柳昊 金融学 92.4
申怡然 金融学 91.2
柯进军 金融学 90.4
李春雨 金融学 90.2
尹卓君 金融学 89.8
李瀚忱 金融学 89.8
李杞仁 金融学 89.4
梁倩 金融学 89
赵子颖 金融学 89
田宇 金融学 88
李雯琪 金融学 88
王一帆 金融学 87.2
郑婉茵 金融学 85.6



张青山 金融学 84.2
王玉萍 劳动经济学 89.6
高小莉 劳动经济学 88
侯海兰 劳动经济学 87.8
潘美静 劳动经济学 87.2
杨灿 劳动经济学 87.2
李雪家 劳动经济学 86.6
孟桐 劳动经济学 85.2
陈钰青 劳动经济学 85
张芙蓉 劳动经济学 83.8
李晴 劳动经济学 83.6
史金梦 劳动经济学 82.4
李欢 旅游管理 89.8
罗筱雯 旅游管理 89.4
卢珉玥 旅游管理 87
温美雪 旅游管理 87
杨新宇 旅游管理 85.6
黄诗韵 企业管理 92.2
胡林 企业管理 92
张文佳 企业管理 91.2
罗雨薇 企业管理 90.8
蒋丽球 企业管理 90.4
王恒愉 企业管理 89.4
南园妹 企业管理 89.4
张琳 企业管理 89.2
杨煜田 企业管理 88.8
程露平 企业管理 88.6
毕瀚文 企业管理 88.4
孙舒展 企业管理 88.4
王娇娇 企业管理 88
王佳靖 企业管理 87.8
陈欣 企业管理 87.8
王毅 企业管理 87.8
杜若芸 企业管理 87.8
冯瑶 企业管理 87.6
傅歆芮 企业管理 87.4
龚晨 企业管理 87.4
文含蕊 企业管理 87
蒋航天 企业管理 87
韩金朵 企业管理 86.8
严广英 企业管理 86.4
卫艺伟 企业管理 86.4
于芳 企业管理 86.2
赵畅畅 企业管理 85.6
李方程 企业管理 85.6
陈琢 企业管理 85.4
史文欣 企业管理 85
林丽 企业管理 85
刘珊 企业管理 84.8



邓锐琦 企业管理 84.6
张爽 企业管理 84.6
梁雨欣 企业管理 84.6
闫明玉 企业管理 83
王胜楠 企业管理 83
刘新科 企业管理 80.8
李静 企业管理 79.6
张译文 审计 91.8
方鸾 审计 91.2
杨弈文 审计 91
崔新悦 审计 90.8
杨露沂 审计 90.6
郝梦悦 审计 90.4
李肖钰 审计 90.2
金泽宇 审计 90.2
杨靖 审计 90
于洪懿 审计 90
冯昕 审计 89.6
刘骞普 审计 89.4
张伊阳 审计 89.4
杨春晓 审计 89.4
杜卓 审计 89
吕晓晴 审计 88.2
陈艳青 审计 88
马婷婷 审计 88
林珂馨 审计 88
栾茜 审计 87.6
王宇潇 审计 87.4
李一琪 审计 87.4
王心语 审计 87.2
张雨阁 审计 87
段英杰 审计 87
宋雨婷 审计 86.8
杜雨烟 审计 86.6
郭昱萱 审计 86.6
刘小饴 审计 86.2
王拓 审计 86
张银珂 审计 85.8
吴利蒙 审计 85.4
杜欣潭 审计 85
徐瑞邈 审计 85
王雅婷 审计 84.6
李雅婧 审计 83.8
杨婷婷 审计 82.6
汪冉 审计 81.8
王珂欣 审计 74
杨一环 物流管理与工程 93.8
齐逸航 物流管理与工程 93.2
孙鸣谦 物流管理与工程 92.6



韩一萱 物流管理与工程 92.4
郑一杰 物流管理与工程 92
王一丹 物流管理与工程 91.8
刘欣平 物流管理与工程 91.6
李金泰 物流管理与工程 91.4
黄嘉豪 物流管理与工程 91.2
刘晔雯 物流管理与工程 91.2
蒋字哲 物流管理与工程 91.2
张莹 物流管理与工程 91
胡嘉营 物流管理与工程 90.8
曾莎莎 物流管理与工程 90.8
史雅欣 物流管理与工程 90.6
钱文俊 物流管理与工程 90.4
刘智慧 物流管理与工程 90.4
武小旭 物流管理与工程 90
支曈辉 物流管理与工程 89.8
欧阳旭日 物流管理与工程 88.8
默晗 物流管理与工程 88
罗飞 物流管理与工程 87.4
曹沐雨 物流管理与工程 87.4
史昊 物流管理与工程 85.4
李新 物流管理与工程 85.2
熊胜 物流管理与工程 84.8
骆依葛 物流管理与工程 82.2
张玉 信息管理 93.2
王浩源 信息管理 92.8
徐丹 信息管理 92.8
刘沛 信息管理 92.6
张韶润 信息管理 92.2
张环月 信息管理 92
黎依琳 信息管理 91.6
刘洋 信息管理 90.8
谭梦薇 信息管理 90.2
季璇 信息管理 89.2
刘葛泓 信息管理 88
赵静 信息管理 88
黄曦 信息管理 87.6
张婉伊 信息管理 87.4
张星月 信息管理 87.4
张梦欣 信息管理 87
吴迪 信息管理 86.6
周颖玲 信息管理 86.6
甄皓瑜 信息管理 86.4
汪旭梅 信息管理 86.4
刘翔鸽 信息管理 86
张玥 信息管理 85.8
燕飞宇 信息管理 85.8
刘思宇 信息管理 85.6
刘子烨 信息管理 85.4



张宵月 信息管理 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