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申请攻博专业
申请攻博
博导姓名

材料审核成绩 是否进入综合考核

1 李川川 世界经济 葛顺奇 95 是

2 龙华芳 世界经济 葛顺奇 85 是

3 曹昱 世界经济 葛顺奇 83 否

4 汪震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95 是

5 高山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95 是

6 马金秋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90 是

7 彭莹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90 是

8 刘毅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5 否

9 王燕升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5 否

10 朱庆虎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5 否

11 董必俊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0 否

12 袁博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0 否

13 李伟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0 否

14 祝平梅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0 否

15 吴晓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0 否

16 孙美露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0 否

17 张倩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80 否

18 李淏 西方经济学 贺京同
未收到纸质材料，考

生自愿放弃。
否

19 张洁 世界经济 李坤望 95 是

20 马天娇 世界经济 李坤望 90 是

21 安琪 世界经济 李坤望 9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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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朱亭瑜 世界经济 李坤望 85 是

23 侯佳妮 世界经济 李坤望 85 是

24 但婷 世界经济 李坤望 85 是

25 郭彦彦 世界经济 李坤望 80 否

26 舒浩 金融学 梁琪 93 是

27 王玉琳 金融学 梁琪 92 是

28 刘诗琪 金融学 梁琪 90 否

29 陈奉功 金融学 梁琪 90 否

30 李亚男 金融学 梁琪 88 否

31 于静 金融学 梁琪 88 否

32 王华敏 金融学 梁琪 86 否

33 王俊楠 金融学 梁琪 86 否

34 孙静 金融学 梁琪 85 否

35 田芳仪 金融学 梁琪 85 否

36 杨向乐 金融学 梁琪 85 否

37 孙雨尧 金融学 梁琪 85 否

38 高晗 金融学 梁琪 83 否

39 高志阳 金融学 梁琪 考生自愿放弃 否

40 秦文晋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95 是

41 裴延峰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92 是

42 赵韦舒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90 否

43 宋亚东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8 否

44 汪文瑜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5 否

45 房俊峰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3 否

46 李冰杰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1 否

47 熊丽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95 是



48 刘璐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90 是

49 张锐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5 否

50 陈凌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0 否

51 高亚瑞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0 否

52 白雅洁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0 否

53 笪远瑶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0 否

54 张永峰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0 否

55 耿雪洋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0 否

56 李博文 西方经济学 刘晓欣 80 否

57 桂梓椋 财政学 马蔡琛 95 是

58 郭宁 财政学 马蔡琛 90 是

59 杨智姣 财政学 马蔡琛 85 否

60 费堃桀 财政学 马蔡琛 85 否

61 刘宇英 世界经济 盛斌 95 是

62 朱鹏洲 世界经济 盛斌 93 是

63 郜晨 世界经济 盛斌 90 是

64 张学斌 世界经济 盛斌 88 是

65 田野 世界经济 盛斌 87 否

66 郝腾 世界经济 盛斌 86 否

67 姜晓妮 世界经济 盛斌 86 否

68 陈丽雪 世界经济 盛斌 86 否

69 杜明威 世界经济 盛斌 86 否

70 魏荣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71 成璐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72 李怡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73 徐柳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74 吴童 世界经济 盛斌 83 否

75 周昊天 世界经济 盛斌 80 否

76 范龙飞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95 是

77 张鑫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90 是

78 孙宁波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85 是

79 赵思佳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85 是

80 姚星明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外语水平未达到报考

条件
否

81 贾群 经济史 王玉茹 95 是

82 马子玉 经济史 王玉茹 94 是

83 李璐男 经济史 王玉茹 92 否

84 王佳妮 经济史 王玉茹 88 否

85 王许可 经济史 王玉茹 85 否

86 林洋 世界经济 冼国明 92 是

87 袁野 世界经济 冼国明 90 是

88 吴春秀 世界经济 冼国明 90 是

89 南楠 世界经济 冼国明 86 是

90 方志强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93 是

91 贾文星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90 是

92 黄志锋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6 否

93 蔡梦云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5 否

94 张彦彦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5 否

95 刘洋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5 否

96 张体俊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5 否

97 周鑫鑫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4 否

98 董华猛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2 否

99 车丽娟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2 否



100 韩玉磊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0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