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院2022年预报名推免生面试成绩公示
姓名 报考专业名称 总评成绩

高晓雯 财政学 84.4 
李维红 财政学 缺考

王国新 财政学 87.1 
许丽萍 财政学 86.3 
许玉久 财政学 90.1 
杨乐 财政学 85.3 
陈聪 产业经济学 82.4 

陈龙珠 产业经济学 86.1 
成波霖 产业经济学 85.9 
董誉婷 产业经济学 87.6 
葛亦婷 产业经济学 80.4 
黄碧云 产业经济学 90.3 
江灿 产业经济学 80.9 

李梦楠 产业经济学 85.7 
李晓涵 产业经济学 88.9 
李颖 产业经济学 91.1 
刘原 产业经济学 83.9 
田旭 产业经济学 84.1 

王傲宇 产业经济学 缺考

王黛 产业经济学 84.6 
杨静 产业经济学 85.4 
杨许 产业经济学 85.6 
姚遥 产业经济学 84.7 

虞婉婷 产业经济学 86.7 
张世悦 产业经济学 89.0 
郑益萍 产业经济学 缺考

程阳 国际贸易学 缺考

丁梓一 国际贸易学 88.8 
胡舒婷 国际贸易学 85.8 
蒋秋童 国际贸易学 缺考

雷婷 国际贸易学 87.3 
栗婷婷 国际贸易学 87.6 
孟婷 国际贸易学 84.1 

陶炳思源 国际贸易学 87.1 
万秋璇 国际贸易学 88.5 
赵慧娟 国际贸易学 84.5 
常钟元 国际商务 86.3 
崔真琪 国际商务 90.3 
梁悦 国际商务 87.6 

凌璟瑜 国际商务 缺考

刘益冰 国际商务 86.3 
曲俞柯 国际商务 87.6 
王兰凤 国际商务 85.8 
王茹霖 国际商务 85.8 
王晓宇 国际商务 87.8 
王一淼 国际商务 缺考

许富源 国际商务 88.4 
岳祖尔 国际商务 87.6 



刘姿辰 国民经济学 88.3 
马雪琪 国民经济学 85.6 
魏一凡 国民经济学 缺考

安正昊 金融 缺考

陈龙 金融 82.0 
崔艺严 金融 80.9 
方舟 金融 缺考

冯慧娜 金融 81.5 
何甜甜 金融 82.6 
侯俊屹 金融 85.4 
李笑 金融 缺考

李遵云 金融 88.1 
梁彤 金融 85.7 

刘晓燕 金融 85.1 
马晓琴 金融 82.7 
蒲俐利 金融 83.1 
秦亚琳 金融 83.9 
苏思宇 金融 缺考

苏哲逸 金融 82.1 
孙洋 金融 89.3 
滕欢 金融 85.6 

王倩云 金融 88.1 
王智 金融 缺考

吴宏森 金融 85.4 
夏侯佐源 金融 85.9 
肖薇薇 金融 86.1 
徐小玲 金融 87.4 
杨鹤婷 金融 缺考

张镯川 金融 缺考

郑中举 金融 82.1 
周荷 金融 88.0 

朱文惠 金融 88.3 
蔡信 金融学 缺考

曹永梅 金融学 80.4 
常嘉欣 金融学 92.6 
陈幸辉 金融学 84.5 
陈洋洋 金融学 85.6 
丁丹迪 金融学 缺考

杜雪儿 金融学 88.3 
范林 金融学 缺考

郭双双 金融学 83.9 
侯宇峰 金融学 缺考

李诗豪 金融学 87.6 
刘祥慧 金融学 77.0 
刘雅雯 金融学 80.9 
路玉莲 金融学 缺考

谭经建 金融学 88.1 
陶茜 金融学 82.0 

万天昊 金融学 缺考

王肖仪 金融学 88.9 
吴霁月 金融学 83.3 



吴文姝 金融学 85.0 
徐娇 金融学 79.9 
徐晶 金融学 82.9 

张春楠 金融学 80.6 
张雨欣 金融学 84.0 
赵稳 金融学 85.6 

张玲玲 劳动经济学 85.5 
王荣 农村经济学 84.8 

朱华东 农村经济学 86.4 
代若溪 区域经济学 83.9 
郝旭然 区域经济学 88.1 
谢靖雯 区域经济学 86.7 
杨颖 区域经济学 83.8 
殷维 区域经济学 88.9 
张玲 区域经济学 缺考

张雨萌 区域经济学 缺考

朱加鑫 区域经济学 83.1 
王硕 世界经济 86.3 

高若彤 数量经济学 缺考

贾若琦 数量经济学 87.1 
廖逸成 数量经济学 85.4 
陈雨龙 税务 85.6 
邓宇飞 税务 84.8 
黄惟茜 税务 91.8 
贾诗涵 税务 88.0 
姜莹 税务 87.0 

蓝咏雪 税务 82.9 
李雯清 税务 88.6 
吴桐 税务 87.9 

杨晓帆 税务 86.3 
张志明 税务 87.5 
朱俊潇 税务 87.5 
庄义文 税务 87.8 
陈书洋 西方经济学 81.9 
李玉霞 西方经济学 83.9 
戚嘉宸 西方经济学 87.3 
宋宇航 西方经济学 87.4 
张月 西方经济学 83.8 

陈玉菲 应用统计 84.5 
董靖怡 应用统计 81.6 
何敏敏 应用统计 缺考

胡建扬 应用统计 缺考

黄安琪 应用统计 84.3 
刘嘉倪 应用统计 82.5 
马彬惠 应用统计 85.4 
孟玉莹 应用统计 缺考

齐永静 应用统计 缺考

王梦怡 应用统计 74.9 
王琦淼 应用统计 84.4 
王雅怡 应用统计 84.3 
赵扬 应用统计 80.8 



兰瑜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