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13100977 周昕煜 中国人民大学

13100701 李雅萍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791 阮嘉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633 周向儒 西北大学

13100339 陆元春 辽宁大学

13100400 贺好钰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555 孟晓阳 吉林大学

13101252 唐宇清 西安交通大学

13100811 王译平 厦门大学

13101197 荣垂青 吉林大学

13101022 纵璐瑶 西北大学

13100688 任悦彰 厦门大学

13101253 黄朱昕瑶 中国人民大学

13101101 刘榆欣 兰州大学

13100865 张冰冰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364 彭轩申 吉林大学

13100947 柴小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128 李定一 华中师范大学

13100850 何欣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205 文泽艺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124 彭鹏宇 辽宁大学

13100337 吕明洋 辽宁大学

13100174 秦睿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300 许鑫冉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250 郭若琳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150 郭宇昕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672 徐泽茜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486 洪家晨 西安交通大学

13101041 桑佳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113 沙可涵 厦门大学
13100017 王健 中国药科大学

“南开2021年经济学夏令营”优秀营员名单公示

经济系

经研所

通知：
   名单中的同学必须获得所在学校推免资格，并按教委和
所在学校的要求在教育部网上进行报名和确认。此项工作大
约在九月中、下旬进行，请以教育部公布的时间为准。凡未
按时进行网上报名和确认的，将被取消录取资格，请同学们
注意！



13100097 曾逸晨 湖南大学
13100856 张梦圆 厦门大学

13100189 吴盼伶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848 周璇 南昌大学

13100185 王思凡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443 王卓翌 哈尔滨工程大学

13101007 李英娇 重庆大学

13100372 黄晓静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468 廖梦洁 吉林大学

13100080 殷子浩 兰州大学
13100116 王悦雯 东华大学
13100927 曾婷 吉林大学

13100276 赵洁 兰州大学

13101021 杨言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361 王璐璐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622 周琦欣 中山大学

13100995 向科谚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064 陈铭 郑州大学

13100735 温忠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193 封可欣 湖南大学

13100310 赵方潇 华中农业大学

13101182 吕佳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

13100258 侯梦琳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731 周成英 华中师范大学

13101210 温煜馨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647 周双双 华中师范大学

13100247 牛昱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473 孟舒赐 湖南大学

13100557 宋浩雯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536 王子璇 山东大学

13100677 姚影含嫣 中南大学

13101382 张敏 山东大学

13101019 罗浠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326 夏婧怡 暨南大学

13100815 张超杰 华南理工大学

13101391 李燕妮 北京邮电大学

13100050 何馨悦 东北大学

13100943 丁鹤尧 华东理工大学

13101151 朱泉灵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244 盛泽萱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635 俞力鸾 华中农业大学

13100506 方勇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106 李阳 湖南大学

13100910 廖梦媛 上海大学

国经系

国经所



13100543 孙瑞 兰州大学

13100923 彭思仪 湖南大学

13100313 吴佳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875 谢汇丰 四川大学

13100284 陈逸凡 辽宁大学

13100409 王泓澄 兰州大学

13101002 娄钧涵 东北大学

13101146 李雨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478 徐榛 华南理工大学

13101045 曹雪 华中师范大学

13101207 高原 中国人民大学

13101088 李硕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294 施滢滢 河海大学

13100587 王雯昊 南京农业大学

13101068 胡文翔龙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237 张雪莉 厦门大学

13101244 方翼 厦门大学

13100014 黄屿桥 同济大学

13100540 柴诗琦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882 郇丰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16 张恬 中南大学

13100527 董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059 林之蔚 上海大学

13100467 刘树柠 吉林大学

13100838 刘若曦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068 邢佳凤 山东大学

13100702 杜玟萱 北京科技大学

13100500 张翩 河海大学

13100393 盛晓双 湖南大学

13100855 张琼文 四川大学

13100620 伊诺 东南大学

13100311 张文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825 卞秀颖 山东大学

13100798 高涓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487 李思弈 兰州大学

13100685 陈思伊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465 许朋朋 北京师范大学

13100173 袁可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367 刁婵 中国农业大学

13101315 程雅钰 四川大学

13101169 杨菁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586 宗健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170 王悉奥 武汉大学

13100086 姚欣悦 西北大学

区域所

人口所



13100613 李佳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514 覃睿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192 张恒 兰州大学

13101352 许泽裕 吉林大学

13100257 杨茗之 吉林大学

13100481 任琛维 四川大学

13100293 孙恺祈 中国矿业大学

13100556 张思佳 山东大学

13100433 牟茂原 暨南大学

13100388 沈星瑜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115 王朝晖 厦门大学

13100061 沈黎珂 苏州大学

13100973 王雨欣 山东大学

13101171 黄诗贻 北京理工大学

13100874 吴子龙 湖南大学

13100123 李千 辽宁大学

13100329 王浩竹 贵州大学

13100075 李雪瑜 郑州大学

13100096 郭静 湖南大学

13100970 刘诗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1130 杜玉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194 董陈超 河海大学

13100366 陈天锐 华中科技大学

13101324 周慧娟 华中师范大学

13101361 傅淇 四川大学

13101149 李逸辰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241 张雷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28 吕昊呈 中南大学

13101283 王馨源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953 张紫桐 四川农业大学

13101287 王忱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797 孟可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774 吕俊青 湖南大学

13100684 刘仪宁 吉林大学

13100204 罗永晖 江南大学

13100696 周嘉翼 厦门大学

数量所

财金所

格拉斯哥

税务

财政系

台湾所



13101175 阮昶 湖南大学

13100371 乔越 厦门大学

13100898 吴楠 武汉大学

13100625 朱彦蒿 山东大学

13101070 陈梦琪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712 胡梦凡 中国矿业大学

13100606 王莹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929 梁凯悦 中山大学

13100969 杨雨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733 李雨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203 徐明熳 吉林大学

13101023 沙怡秀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270 张晋 吉林大学

13101233 孟雨菲 东北财经大学

13101024 白欣宇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569 何文豪 厦门大学

13100463 罗婵 北京理工大学

13100643 潘露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176 邓璇 湖南大学

13100390 谭宇洋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449 廖宇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008 李田皓 北京科技大学

13100047 郭畅 大连理工大学

13101245 杨沛衡 河海大学

13100552 骆佳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037 史慧琳 重庆大学

13100567 柳敬园 吉林大学

13101071 熊雨欣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617 乔可欣 中山大学

13100906 肖世龙 厦门大学

13101198 汤媛媛 山东大学

13100354 朱彦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66 杨宇 辽宁大学

13101121 潘晖 合肥工业大学

13100789 吴嘉梦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942 刘开恺 上海大学

13101362 冯湘婷 四川大学

13100932 陈孟敏 华东师范大学

13101090 闫静雅 中山大学

13100111 王一汀 湖南大学

13100426 张能静 江南大学

13100711 杨亦奇 上海外国语大学

13100277 何浚翥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867 郭润凡 四川大学

13101389 陈睿颖 四川大学

13101264 闫柏涵 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



13100178 黄珊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214 杜若晨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793 潘昀希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058 刘昶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1165 鲁嘉阳 山东大学

13101243 林堃钰 厦门大学

13101059 孙颖 山东大学

13101164 张晟阳 东北大学

13101201 崔嘉芮 吉林大学

13101048 陈虹瑶 中国农业大学

13101076 刘哲昊 南昌大学

13100967 陈欣雨 四川大学

13100742 赵之翌 暨南大学

13100928 李雨萱 武汉大学

13100411 刘倩童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903 翁宇莎 湖南大学

13100764 梁紫茗 东北财经大学

13100949 王千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074 王心一 上海大学

13101238 刘语彤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255 王雯溪 东北大学

13100842 苏玉琪 北京邮电大学

13100830 唐舒誉 苏州大学

13100659 刘小慧 安徽大学

13100912 张琪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100810 张鑫玲 吉林大学

13100706 张淼 辽宁大学

13100503 张瑞雯 郑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