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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备注

13100429 蔡兴沁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127 刁寒钰 江南大学

13100096 冯晓萌 北京理工大学

13100408 关晨 辽宁大学

13100678 胡莹莹 辽宁大学

13100184 黄宁 四川大学

13100388 黄语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362 吉乾梦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182 贾诗玥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154 李雪晨 山东大学

13100237 刘迪 南京师范大学

13100058 刘洁 湖南师范大学

13100059 罗玲 四川农业大学

13100488 吕宁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457 马英伟 辽宁大学

13100745 潘婧毓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713 蒲霄玥 四川农业大学

13100648 沈水华 湖南大学

13100639 石步超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392 史海青 东北农业大学

13100098 唐颖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125 田楷文 辽宁大学

13100246 汪雅洁 东北大学

13100060 王佳钰 四川农业大学

13100308 王乙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300 王奕 四川大学

13100422 吴佳燕 四川大学

13100424 吴金霞 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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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



13100019 夏凡迪 四川农业大学

13100371 张晨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133 张嘉丽 中南大学

13100667 张诗迪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204 张伟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234 张雨菲 辽宁大学

13100402 赵佳涵 北京邮电大学

13100742 赵魁 青海大学

13100479 赵雅玮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090 周嫚 西北大学

13100119 周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258 刘佳丽 北京理工大学

13100244 甘玉琴 湖南大学

13100487 米京 湖南大学

13100079 明希 湖南大学

13100007 赵莹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070 侯梦舜 华中师范大学

13100434 姜伊楠 吉林大学

13100004 莫旭琛 吉林大学

13100223 关皓妍 辽宁大学

13100192 刘涤非 辽宁大学

13100248 黄雄 南昌大学

13100228 舒斯哲 南昌大学

13100628 马昕钰 南京师范大学

13100549 黄逍逸 山东大学

13100421 张鹏飞 四川大学

13100592 张力文 四川农业大学

13100061 叶蔚然 西北大学

13100020 唐照媛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147 杨玉霜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173 曾培春 华中师范大学

经研所



13100306 韩林松 西南大学

13100582 杨艳 云南大学

13100384 李晨阳 郑州大学

13100116 李愔萱 郑州大学

13100360 汤李琛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038 安若楠 山东大学

13100623 曾伟婷 郑州大学

13100689 陈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743 陈依晗 北京林业大学

13100687 董奕欣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530 段瑞明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659 樊紫熙 东北林业大学

13100303 方筱琬 大连海事大学

13100330 冯绮琪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257 甘祺祺 西安交通大学

13100637 甘依可 吉林大学

13100278 郭文雅 北京科技大学

13100071 黄诗茜 华中师范大学

13100099 李玥 东北大学

13100029 廖河洋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619 林怡纯 浙江大学

13100083 刘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756 刘倩思 福州大学

13100221 刘一怡 湖南大学

13100407 刘迎楠 辽宁大学

13100254 马榕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226 沈雨婷 河海大学

13100447 施欣彤 南京师范大学

13100342 苏小凤 兰州大学

13100398 陶琳 安徽大学

13100442 汪浩淼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经系



13100423 王曼玲 西北工业大学

13100132 王孟 东北大学

13100187 王怡靓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709 王永榆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493 武艳芳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757 夏欣 华中农业大学

13100735 杨玉婷 中南大学

13100508 詹姝珂 南昌大学

13100097 张熹玮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078 张晓 山东大学

13100197 张义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535 张艺馨 西南交通大学

13100270 周芷如 辽宁大学

13100053 曹婷婷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531 程奕佳 合肥工业大学

13100295 从丽丽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069 范炳 华中农业大学

13100546 冯雨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333 付裕 山东大学

13100419 李春 重庆大学

13100365 李晓康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186 李伊珊 中南大学

13100420 梁义棋 重庆大学

13100093 林雨侬 哈尔滨工程大学

13100500 刘淇祯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215 刘艺璇 吉林大学

13100605 孟涵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243 曲妍兵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609 芮静 南京师范大学

13100363 邵笑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638 申萍 中南大学

国经所



13100256 沈一然 湖南大学

13100339 司韵茹 重庆大学

13100340 唐勇 四川大学

13100498 王莎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77 吴奕卓 河海大学

13100688 伍家琰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167 夏欣 河海大学

13100374 谢奇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455 辛宇 辽宁大学

13100255 徐嘉锴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036 徐嘉璐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063 游安南 辽宁大学

13100395 于淼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176 张鑫 吉林大学

13100517 张雅蒙 西南交通大学

13100351 张云虎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047 赵耀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297 郑爱婷 厦门大学

13100046 郑超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533 郑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331 朱博楷 四川大学

13100490 徐南辉 厦门大学

13100319 卢历祺 四川大学

13100048 塔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746 吴京燕 华中农业大学

13100711 唐宁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348 许天琪 山东大学

13100522 李静怡 四川大学

13100584 申路瑶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738 岑倩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452 满翔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人口所



13100091 刘博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263 王欣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715 李运 武汉大学

13100563 赵一宁 兰州大学

13100074 张艳姣 西北大学

13100469 曲扬 北京邮电大学

13100158 胡旭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543 邹宇婷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222 黄龙涛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625 袁天立 四川农业大学

13100082 薛彦 安徽大学

13100489 韩港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104 孟璐 辽宁大学

13100136 夏馨 哈尔滨工程大学

13100576 李悦晴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558 刘杰民 山东大学

13100565 李金格 山东大学

13100346 高畅 山东大学

13100267 李田园 厦门大学

13100005 李峻鹏 吉林大学

13100241 刘晨旭 吉林大学

13100262 张金晶 四川大学

13100519 吕明燃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593 高梦媛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045 陈丹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056 刘梦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551 孟维真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区域所

台湾所

财政系



13100377 王铖 广西大学

13100142 辛沐聪 中国政法大学

13100130 周家宇 安徽大学

13100636 夏心怡 东北大学

13100095 白雪 西北大学

13100499 张萍 海南大学

13100430 范小龙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200 周小兰 西南交通大学

13100225 陈震 哈尔滨工程大学

13100168 谯曼君 云南大学

13100406 孙方舟 辽宁大学

13100177 王雨纯 湖南大学

13100626 姚雨薇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572 高璐芬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770 李梦如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645 封超 山东大学

13100566 丁晨曦 山东大学

13100456 李荣彬 辽宁大学

13100021 黄韵琳 东北师范大学

13100728 喻璇 吉林大学

13100763 张嘉伟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741 熊灿 西北大学

数量所

财金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