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拟录取学院 拟录取专业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备注

方浪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62709**** 直博生

马靓 统计学院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940968810**** 直博生

张丹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财政 17614520813****

张宇凌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财政 15850615282****

史心旭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税收 15614151213****

田佳锜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80221****

周方汇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404313313****

谢佳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52503****

宋佳鑫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624373623****

孔淑君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548401****

周遥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076235592****

孙荣诗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334395586****

刘娅茹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5536524281****

崔晓明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5542820463****

余潇艺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8742040730****

宋春蝶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8742039092****

钱彩璇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8437391368****

周佳慧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5542469800****

张世星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8295823752****

庞妍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3322347556****

周涵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5122067829****

张文君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3290677265****

王芳芳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5733202472****

吕智悦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7843365923****

王岚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8845726369****

王铁勋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组织行为学 17831124595****

郑智佳 工商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041496889****

张颖秋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04624970****

逄迪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41144100****

李子青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898383344****

吾丽盼·木拉提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536776****

陈宇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供应链管理 13332243099****

牛慧媛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46090656****

杜星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运作管理 17808095011****

贾敏慧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 13753781514****

吴昊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 15041441910****

郭美彤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674624097****

柴婧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46012657****

郭于瑶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238689841****

杨玺暖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673771388****

苗丽园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848218417****

李山姗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41170771****

肖飞宇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694150595****

胡雅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35345002****

韦艳童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078652265****

陈亚铃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375738720****

王智慧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841256010****

张恪勤 国际商学院 金融 金融分析师 15542379706****

罗涵 国际商学院 金融 金融分析师 156098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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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芳 国际商学院 金融 金融分析师 17866541200****

王筱萱 国际商学院 金融 金融分析师 13204077703****

张铭凇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澳洲注册会计师 17612491281****

李欣芮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澳洲注册会计师 18204099258****

王诗语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澳洲注册会计师 15542381307****

郑晨楠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澳洲注册会计师 18742043415****

张兴悦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澳洲注册会计师 18640758205****

栗雅慧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7843081665****

孙亚男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846082881****

刘芳铭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3225515265****

田双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7364643024****

张煜涵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645703579****

张可欣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5542346360****

王月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845797365****

赵玲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742063021****

王晶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846010641****

孙珊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340091093****

梁嘉祯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845876105****

金鸽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5848127712****

邢净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5542433990****

姚枢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842581869****

刘俭玲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8348537956****

张津琛 金融学院 金融学 金融学 13520371123****

孟令思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3941881267****

王译征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3354283756****

方致远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5268081312****

万怡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8741544157****

荆琪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8904081866****

张佳玉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8742045198****

刘锦峰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8342988582****

宋美芝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3842412513****

徐祎婷 金融学院 金融 证券与期货 13808023506****

刘佳 金融学院 保险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946768669****

郭志娟 经济学院 经济思想史 外国经济思想史 13461028809****

王子童 经济学院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18642757204****

项鑫蕊 经济学院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15542381206****

王春月 经济学院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18845792320****

亓彭飞 经济学院 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13920726740****

臧美双 经济学院 数量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17843083870****

葛玲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776598669****

付亚楠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348486531****

邢瀚介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09862661****

李铭月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46181867****

陈姗姗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623319167****

毛钰涵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342823939****

李嘉欣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42252853****

邱羽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164409469****

宿愿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898101512****

高冉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779007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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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晨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335971332****

郭梦影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044311930****

张哲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7382865482****

丁蕊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90866721****

李孟格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040201726****

张梦凡 会计学院 审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46432558****

姜坤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714068878****

曹思宇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152371354****

吕姝华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149890702****

叶晶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041769733****

姜林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7741100993****

李志欣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42379091****

黄文婷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24852196****

赵天钰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604219531****

普米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382256360****

赵丹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44476****

刘彦君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77730029****

郑好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38203****

蔡思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42379539****

戴超晨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87179****

李旨婧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058442180****

闫红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019994025****

闫洛榕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45681****

邵秋涵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043897937****

邹彩娟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9834427750****

鲁媛媛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45856****

李一彤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524766965****

张诗婉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940289600****

闫琦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542098068****

鄢载颖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531704665****

张彧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742046118****

王心漪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7843094607****

赵天极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394761676****

马亚男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032048032****

李明慧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504597794****

胡明玥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640405072****

李佳楠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694713968****

冯凯昕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7753824721****

董敏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3304897569****

宋伟华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513693940****

岳萌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406588216****

王变变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525068274****

刘妍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3223940092****

孙欣月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845637586****

魏琳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3290672936****

李欢欢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290127956****

邹璐阳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846150552****

邹璐莲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846093241****

张晶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84587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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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泉秀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5944978990****

李松泽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800434787****

郭晓琳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840923589****

盛旭晴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3841203699****

王靖雯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8846301648****

郭宏宇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940352067****

王洁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45128203****

陈如意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638202392****

张越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347862068****

罗婧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739490067****

韩慧婷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7361607047****

党思旗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904948902****

王明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44149936****

胡文静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849025890****

李依霖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755293298****

乔淑涵 萨里国际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941792778****

兰媛媛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8742047847****

武跃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8742053853****

马晓钰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3342221660****

柴剑云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8239194521****

杨宇超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8742049835****

王琳 统计学院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49390****

高嘉璐 统计学院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341356699****

张亚彤 统计学院 金融与风险统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195788820****

高铭焓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国民经济学 投资经济 13578586999****

陈庭富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国民经济学 投资经济 15900136215****

杨书亚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15896725966****

冯笑一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15542352122****

冯晓雅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18742049557****

柳玉鑫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18742049650****

张雪微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区域经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3101585732****

安会智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组织 15725864378****

薛钰钰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学 产业组织 15234016901****

邬通 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 金融学 量化金融 18742035695****

张照月 应用金融与行为科学学院 金融学 量化金融 18811341684****

韩欣儒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税收 13084180720**** 支教团计划

代晓妍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77201**** 支教团计划

李诗瑶 财政税务学院 税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38122**** 支教团计划

赵竟余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3889873494**** 支教团计划

冯子哲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 15566448159**** 支教团计划

彭瑶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金融服务工程 18742049646**** 支教团计划

刘若玫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39625**** 支教团计划

姚青雲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977006198**** 支教团计划

李鑫艺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45866**** 支教团计划

朱泓霖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澳洲注册会计师 15542378769**** 支教团计划

何竽婷 国际商学院 会计 澳洲注册会计师 18742033378**** 支教团计划

邢栩嘉 金融学院 金融 金融 18840809840**** 支教团计划

龙泽宇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不区分研究方向 15804270525**** 支教团计划

赵玉萌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81799**** 支教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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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轩阁 会计学院 会计 会计 13904047005**** 支教团计划

孙雪冬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应用统计 13116180370**** 支教团计划

鲍佳彤 统计学院 统计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51359**** 支教团计划

吴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与传播 不区分研究方向 18742039118**** 支教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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