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210468 杨安妮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2 2017211151 张子璐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3 2017210293 施武玫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4 2017211130 付欣雨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5 2017210820 张海洋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6 2017210108 肖丹妮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7 2017210253 张芮嘉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8 2017211685 赵薇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9 2017211136 袁明生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10 2017210268 胡丽萍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1 2017211988 郑皓茹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2 2017210780 顾冬洁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3 2017210276 马盈盈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4 2017210476 翟书含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5 2017210253 赵启蓉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6 2017210641 张泽宇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7 2017210875 李佳潼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8 2017211859 梅小雪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19 2017211617 薛淼丹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20 2017210383 文欣羽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21 2017210808 祁晓萌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22 2017211132 刘丹 法学院 法学

23 2017210204 赵楚祎 法学院 法学

24 2017211414 王晶 法学院 法学

25 2017210450 刘丽夺 法学院 法学

26 2017210604 刘梦伟 法学院 法学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27 201720105 枞榆瑶 法学院 法学

28 2017210122 来文星 法学院 法学

29 2017210728 李巧巧 法学院 法学

30 2017210630 刘一帆 法学院 法学

31 2017210288 陆雨澜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32 2017210102 邓思函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33 2017210517 周晓蔓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4 2017210407 郭日卓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5 2017211493 任美泓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6 2017211477 迟佳慧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37 2017210440 章金羽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38 2017211267 何旭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39 2017211144 郑露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40 2017210690 马晓风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41 2017210312 闫转丽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

42 2017210729 吴修龙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43 2017210912 王锐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学

44 2017210854 赵晶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45 2017210209 吕玉翠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46 2017210609 邢牧泽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大数据商务分析

创新实验班）

47 2017211799 李香浅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大数据商务分析

实验班）

48 2017210652 姜全鹏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大数据商务分析

创新实验班）

49 2017210128 肖三川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50 2017210452 朱乘皓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大数据商务分析

创新实验班）

51 2017210444 刘羡楠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大数据商务分析

创新实验班）

52 2017211087 赵梦媛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大数据商务分析

创新实验班）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53 2017211691 史晓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大数据商务分析

创新实验班）

54 2017210148 熊雪迪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55 2017211469 张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56 2017210478 关洋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57 2017211638 王婧文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58 2017211626 王震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59 2017210336 李思影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60 2017210879 赵慧颖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1 2017210852 雷晶晶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2 2017210352 明盛智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3 2017211675 张晶晶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4 2017210983 邓薇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5 2017210138 许蔚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6 2017210260 蒋佳敏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7 2017210241 林明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8 2017211467 韩思诺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69 2017210291 章子怡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0 2017210887 陈虹灼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1 2017210474 文世怡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2 2017211351 史晓情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3 2017210136 刘沁怡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4 2017210914 陈秋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5 2017210161 刘茹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6 2017210411 邢增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7 2017210548 杨欢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78 2017211871 肖旺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79 2017210227 郭彦骏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日语

80 2017210822 海峥岩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81 2017210602 衣佳慧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日语

82 2017210432 刘杰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83 2017210890 贺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日语

84 2017211114 胡静静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85 2017211975 王蔚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86 2017211396 孔靖雯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87 2017211821 李彤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88 2017211483 郭鑫源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89 2017211677 王力嘉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90 2017210519 胡菲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日语

91 2017211309 高闻璐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日语

92 2017211508 吕瑶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商务英语

93 2017210170 李子璇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与英国奥斯特大学

合作）

94 2017210196 白  璐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与英国奥斯特大学

合作）

95 2017210002 陈凝卓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96 2017211390 王泽诚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97 2017211510 张懿扬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98 2017211735 宋心怡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99 2017211729 叶冠华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100 2017211716 王子琪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101 2017211299 尹梓伊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02 2017211302 陈睿喆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03 2017211274 孙  晨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04 2017211881 钱毓霖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105 2017211894 潘禹辰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06 2017211686 胡中平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07 2017211172 孟  源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08 2017211433 朴妍秀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09 2017211634 高鑫彤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10 2017211286 樊席廷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111 2017211633 姜景天 国际商学院 会计学

112 2017210479 付莹莹 金融学院 保险学

113 2017211155 王小涵 金融学院 保险学

114 2017210466 王乐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15 2017211434 陈庆冲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16 2017211166 刘馨悦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17 2017210632 王友军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18 2017211711 胡健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19 2017211611 唐敬月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20 2017210290 祁振炎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21 2016211159 任清志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22 2017210539 姚宇菲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23 2017211618 张琬珩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24 2017211431 陈雨佳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125 2017210766 蔡英杰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26 2017211719 吴茜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27 2017211403 徐斐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28 2017211425 张芷宁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29 2017211592 陈雪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0 2017211513 姜美君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131 2017210532 殷雨涵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2 2017210366 曾佳玥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3 2017210873 崔岩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4 2017211827 马雪茹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5 2017210657 焦丽茹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6 2017211602 王天娇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7 2017211878 陆贞蓉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8 2017210257 孙莹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39 2017211594 郭依婷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40 2017210261 丁可曼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41 2017211334 赵端凝 金融学院 金融学

142 2017211349 任家慧 金融学院 金融学（精算方向）

143 2017210503 胡嬿麒 金融学院 金融学（精算方向）

144 2017210529 周润萌 金融学院 金融学（CFA方向）

145 2017211632 王浩楠 金融学院 金融学（CFA方向）

146 2017211554 高科良 金融学院 投资学

147 2017210035 殷赫婕 金融学院 投资学

148 2017211107 董志珂 金融学院 投资学

149 2017210269 杨书蕴 金融学院 投资学

150 2017210278 陈布衣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51 2017211175 康璐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52 2017210085 许庆文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53 2017211356 韩英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154 2017210483 王雨婷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55 2017210628 李美萱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56 2017211526 刘沥营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157 201720540 马林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58 2017210620 林霞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59 2017210533 宋逸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0 2017210454 陈红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1 2017210437 常金伟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2 2017210516 范静姝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3 2017211249 李文一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4 2017210544 黄诗琪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5 2017211574 武星棋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6 2017210417 杨佩云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7 2017210285 陈一萱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8 2017211246 张澜馨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69 2017211185 金子琳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70 2017211511 于亦瑶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71 2017211692 张心怡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72 2017210526 胡青松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73 2017210109 涂轶婷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174 2017211320 周湘尧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75 2017211541 许杨子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76 2017210467 马寒宁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77 2017211580 张倍宁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78 2017211585 高歆恬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79 2017210387 陈锐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80 2017210447 何思源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1 2017210799 刘智超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2 2017211568 杨崧澜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183 2017211532 王筱棠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4 2017201636 赵继瑶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5 2017211571 柴俊竹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6 2017210994 李瑞嘉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7 2017210751 王馨舒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8 2017211558 张朕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89 2017211601 马书婷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90 2017211753 支瑾璠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

向）

191 2017211720 郑鹏举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CPA方

向）

192 2017210545 丁达雄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CPA方

向）

193 2017211598 郭晟兵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CPA方

向）

194 2017211732 孙婧宜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95 2017210743 袁菁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96 2017211440 崔悦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97 2017210465 李亚华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98 2017211277 王艺琳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99 2017210910 钟凯悦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0 2017210876 李实秋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1 2017210913 王耀华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2 2017211537 尹鹏云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3 2017210401 谢美虹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204 2017210821 方秀梅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205 2017210373 赵谦智 会计学院 会计学（国际会计ACCA方向）

206 2017211383 孙艺洪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207 2017210496 欧阳柏慧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08 2017212023 王馨唯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

司管理方向）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209 2017211053 阴佳丽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10 2017211919 韩嘉艺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跨国公司管

理方向）

211 2017210011 房珊珊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司管理方

向）

212 2017210785 陆凯越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司管理方

向）

213 2017210796 吴雁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14 2017211063 周立佳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司管理方

向）

215 2017210588 辛佩珊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司管理方

向）

216 2017211055 苏岳 萨里国际学院 工管

217 2017210491 唐晨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18 2017211998 赵晨旭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19 2017210026 罗晨婧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20 2017211045 马悦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司管理方

向）

221 2017211073 康夏垚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22 2017210716 欧昕莛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司管理方

向）

223 2017210794 徐令仪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224 2017210495 卢民雨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25 2017210562 董思佳 萨里国际学院 旅游管理

226 2017212030 初纹萱 萨里国际学院 旅游管理

227 2017210575 王梦婕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跨国公司管理方

向）

228 2017211925 王馨悦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

229 2017210599 张雅婷 萨里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

230 2016210336 高雅安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31 2017210469 何晴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32 2017210869 刘国恩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33 2017210521 陈思悟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234 2017210664 高馨如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235 2017210884 吴丹阳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

236 2017210090 刘加旺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37 2017210783 吴舫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38 2017211865 温若钰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

239 2017210752 周巧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

240 2017211457 魏鑫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41 2017211204 辛悦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42 2017210528 盛格林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43 2017211194 徐汉诺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44 2017211449 李华卿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45 2017210413 符婧瑜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46 2017211499 贾曼蓉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

247 2017210236 胡竹君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48 2017210243 崔馨月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

249 2017211123 韩琳娜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50 2017211506 朱思琪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1 2017210772 利梦缘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2 20172111635 闫裕航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3 2017210745 黄炎武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4 2017211679 周焱鑫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5 2017210749 黄蕾璇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6 2017210874 张璐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7 2017210323 何春黎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8 2017210949 石升莹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259 2017211977 杨兰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260 2017210390 刘璐璐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261 2017210645 李娟娟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262 2017211138 李媛媛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

263 2017210224 蓝昭仪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64 2017210547 余会会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65 2017210850 李宛欣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66 2017210866 郑元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67 2017210818 王佳玉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68 2017211484 关鈜玲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69 2017210877 谭烨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70 2017211489 武雨晴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统计学

271 2017210851 刘昱彤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统计学

272 2017210727 武韵林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统计学

273 2017210216 李耒 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序号 学号 姓名 本科所在学院 本科专业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