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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报名号 复试专业
边月 20227059398 应用统计
柴广进 20227060204 金融学
陈超 20227063354 审计
陈典雅 20227061248 金融
陈红宇 20227063848 劳动经济学
陈佳雯 20227060386 管理科学
陈柯江 20227060630 旅游管理
陈倩倩 20227060524 审计
陈苏丹 20227060742 工程与项目管理
陈晓琦 20227064788 审计
陈鑫 20227071662 国民经济学
陈宇欣 20227065055 管理科学
陈雨昕 20227062263 审计
程敬然 20227062033 企业管理
程羽萌 20227059471 审计
褚佳怡 20227063063 审计
崔娜 20227059838 应用统计
崔岩徽 20227061592 会计学
单欣 20227062345 产业经济学
董国庆 20227062798 旅游管理
董浩雯 20227060292 企业管理
董慧欣 20227059815 会计学
董思琪 20227064666 金融学
樊昕悦 20227064248 国际贸易学
范小梅 20227063402 应用统计
冯可欣 20227065530 国际贸易学
冯欣雨 20227059101 金融
冯雨佳 20227060552 技术经济及管理
高迪优 20227060097 金融学
高孟军 20227059660 劳动经济学
高若彤 20227066681 金融学
耿冉 20227059242 信息管理
顾书畅 20227060623 会计学
郭宏利 20227064494 企业管理
郭人和 20227064290 审计
郭书宁 20227060099 金融
郭英杰 20227063067 审计
郭芷琳 20227065171 金融学
国佳宝 20227063881 产业经济学
韩腾 20227062465 审计
郝心迪 20227065558 审计
郝旭明 20227070649 国民经济学
何海洋 20227062515 会计学
何雨欣 20227059038 金融
何雨欣 20227059038 金融
胡贺颖 20227074354 金融
胡若琳 20227063659 审计
胡晓辰 20227071109 国民经济学
户潇月 20227061361 应用统计
黄静 20227059830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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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雨希 20227062802 产业经济学
姜耀雪 20227059626 企业管理
姜翊君 20227072618 国民经济学
焦丰雨 20227065502 审计
金辰禹 20227059148 物流管理与工程
巨亚迪 20227070445 公共管理
剧金梅 20227065033 金融
孔繁婷 20227060350 应用统计
黎冰冰 20227070167 物流管理与工程
黎蕙珺 20227063341 物流管理与工程
黎文欣 20227070807 国民经济学
李傲 20227069269 审计
李丹 20227070795 应用统计
李浩淼 20227064733 工程与项目管理
李华甜 20227063438 旅游管理
李家艺 20227063043 审计
李嘉慧 20227060005 企业管理
李萌 20227064348 会计学
李琦 20227059133 工程与项目管理
李顺瑜 20227062998 产业经济学
李苏雯 20227060248 企业管理
李薇 20227063875 物流管理与工程
李晓雪 20227060909 产业经济学
李欣桐 20227061574 金融
李亚轩 20227062316 审计
李依澳 20227069206 金融
李怡然 20227064688 审计
李颖 20227060684 企业管理
李玥 20227065054 劳动经济学
李卓菲 20227061735 金融学
连锦秀 20227059572 企业管理
梁璐璐 20227061308 产业经济学
梁祎璠 20227069564 劳动经济学
廖乐颖 20227059901 产业经济学
刘佳佳 20227063165 工程与项目管理
刘美辰 20227059599 国际贸易学
刘舒情 20227060046 公共管理
刘思羽 20227065454 应用统计
刘心琰 20227061575 审计
刘妍汝 20227060828 物流管理与工程
刘也 20227060737 产业经济学
刘一 20227062703 审计
刘奕 20227064953 应用统计
刘颖 20227063513 劳动经济学
刘雨斐 20227062461 产业经济学
刘雨晗 20227063692 信息管理
刘雨洁 20227069117 工程与项目管理
刘昱玮 20227063510 金融学
刘悦 20227060393 企业管理
刘朱 20227065556 审计
刘子浈 20227061960 企业管理
柳婷婷 20227063212 国际贸易学
楼为府 20227060020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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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晓熠 20227059031 应用统计
陆思齐 20227059786 应用统计
罗浩宁 20227060859 金融学
罗怡欣 20227069868 企业管理
吕诺 20227062266 会计学
马君君 20227069421 国民经济学
马榕 20227061844 会计学
马诗雨 20227061627 金融
马依冉 20227071302 应用统计
马艺菲 20227060011 产业经济学
孟凡茜 20227060032 劳动经济学
孟繁熙 20227062941 金融
米昱 20227069512 会计学
莫欣冉 20227062499 审计
潘倩倩 20227061163 企业管理
庞雨静 20227065271 信息管理
彭蓓蓓 20227060453 管理科学
彭辉 20227061282 产业经济学
齐泽康 20227059689 金融
邱煌辉 20227060844 管理科学
邱世琛 20227061783 产业经济学
曲栗均 20227061028 产业经济学
邵雯静 20227062825 审计
沈晶晶 20227064676 劳动经济学
沈溪 20227059920 国民经济学
沈欣 20227063850 国民经济学
沈玉梅 20227059703 应用统计
史笑宇 20227060168 工业工程与管理
宋珂欣 20227063447 审计
宋文琳 20227059746 会计学
宋昕 20227062754 物流管理与工程
宋一婧 20227060081 金融
宋玉爽 20227070264 审计
苏郁涵 20227064345 企业管理
孙晨曦 20227060980 审计
孙佳诺 20227064815 信息管理
孙芊玥 20227063518 物流管理与工程
孙鑫源 20227061010 信息管理
孙妍雨 20227063392 劳动经济学
孙逸琮 20227062087 审计
孙永乙 20227061269 审计
孙瑜曼 20227060038 会计学
孙玉豪 20227059108 工程与项目管理
孙玥 20227065045 国际贸易学
檀奥琪 20227063352 信息管理
汪淳慧 20227063361 审计
王春晓 20227063335 金融学
王海硕 20227064187 产业经济学
王华桢 20227060366 审计
王佳怡 20227064212 物流管理与工程
王乐凡 20227063893 金融
王乐天 20227059777 信息管理
王立婷 20227062057 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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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 20227062725 物流管理与工程
王倩文 20227059061 公共管理
王珊珊 20227061585 劳动经济学
王尚成 20227071847 物流管理与工程
王淑越 20227064435 会计学
王甜 20227059047 物流管理与工程
王文乐 20227060132 物流管理与工程
王雁 20227062793 信息管理
王逸飞 20227071269 国民经济学
王雨微 20227062496 会计学
王煜 20227060290 审计
王正琪 20227072630 国民经济学
魏晓燕 20227061886 物流管理与工程
温子琦 20227062562 金融学
席艺龄 20227061151 公共管理
夏雨欣 20227060440 工程与项目管理
向晨曦 20227064127 旅游管理
邢亚鑫 20227064934 公共管理
熊娅丽 20227062902 公共管理
徐博文 20227065290 国民经济学
徐佳美 20227065322 公共管理
徐晴 20227060985 审计
徐香凝 20227060118 会计学
徐一鸣 20227061741 技术经济及管理
许德明 20227060000 金融学
许清青 20227059884 旅游管理
许玥 20227059644 信息管理
薛祯 20227068087 物流管理与工程
闫学涯 20227063752 工程与项目管理
杨佳晨 20227059737 审计
杨津津 20227064370 金融
杨靖 20227065265 企业管理
杨琳颖 20227072177 工程与项目管理
杨梦冉 20227062918 信息管理
杨诗妍 20227064871 应用统计
杨旭飞 20227060733 企业管理
杨洋 20227064211 金融学
姚若琳 20227070821 工程与项目管理
叶宝琳 20227064292 技术经济及管理
叶根诚 20227063532 金融
叶雅萌 20227062420 会计学
尹婧祎 20227062780 会计学
余亚婷 20227062752 金融
虞爱琴 20227065256 管理科学
喻梦雯 20227070353 审计
张潮 20227060963 管理科学
张春晓 20227065147 技术经济及管理
张克 20227059296 金融
张玲 20227061193 国民经济学
张梦琳 20227062932 会计学
张倩雯 20227071909 审计
张蓉萱 20227071013 国民经济学
张芮嘉 20227059989 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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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澄 20227064896 国际贸易学
张书琪 20227062024 应用统计
张斯达 20227061620 企业管理
张天懿 20227062620 工程与项目管理
张雪婷 20227061941 企业管理
张依 20227061176 管理科学
张艺 20227061706 企业管理
张译丹 20227059792 金融
张英楠 20227059077 产业经济学
张忠琦 20227073553 国民经济学
张子璇 20227062518 金融学
赵晨 20227060855 工业工程与管理
赵晨 20227064562 管理科学
赵娣 20227070629 旅游管理
赵汗青 20227059907 会计学
赵燕燕 20227065922 应用统计
赵梓君 20227073684 国民经济学
郑翼 20227061100 劳动经济学
钟雨洁 20227069692 应用统计
周睿思 20227063880 会计学
周星宇 20227060088 企业管理
朱晶磊 20227063018 信息管理
朱婧涵 20227059254 物流管理与工程
朱静 20227063078 会计学
朱霖 20227059240 企业管理
朱明禹 20227069935 审计
朱雯钰 20227063336 审计
朱洢汎 20227071076 物流管理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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