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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备注

13100592 李欣 东华大学

13100754 林郁东 厦门大学

13100310 朱晋玉 陕西师范大学

13100371 张华星 北京林业大学

13100408 蒲佩芝 四川大学

13100551 马飞越 大连理工

13100645 顾晨凯 东华大学

13100864 李秋来 辽宁大学

13100874 郝嘉鹏 西北大学

13100897 亢媛琪 西北大学

13100099 黄鹏 兰州大学

13100117 邢真伊 辽宁大学

13100138 蒋昱珺 大连理工

13100160 雷清怡 兰州大学

13100337 耿新梦 山东大学

13100345 李兵瑶 吉林大学

13100480 吴佳婕 四川大学

13100482 胡莹 中国人民大学

13100490 勾涵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3100541 张鹏峰 重庆大学

13100542 杨子瑜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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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



13100689 朱康妮 武汉理工大学

13100882 杨珂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884 程颖越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961 吴兰 湖南大学

13100051 于婷 哈尔滨工程大学

13100410 贾雨桐 辽宁大学

13100047 马家瑶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328 闫思宇 山东大学

13100091 谭静 四川大学

13100217 张文佳 西北大学

13100200 冯荟凝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203 郭月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457 钱亦梦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331 丁点尔 重庆大学

13100137 马晓琛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536 程雯昕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443 史晨菲 吉林大学

13100813 王璐 吉林大学

13100680 余敏霞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020 肖羿泽 北京理工大学

13100034 张海宇 湖南大学

13100061 沈昕毅 山东大学

13100074 王耀辉 兰州大学

经研所



13100075 李月池 吉林大学

13100116 喻洪烊 辽宁大学

13100165 徐自清 华东师范大学

13100210 罗婕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222 陈哲昂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261 马炬申 郑州大学

13100273 吕悦 吉林大学

13100476 景载喻 山东大学

13100507 钱子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557 杨聪聪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563 郭劲廷 四川大学

13100619 于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84 任嘉宁 北京中医药大学

13100753 刘雨欣 吉林大学

13100856 唐烨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923 赵慕白 辽宁大学

13100968 贾懿琪 辽宁大学

13100982 高琳涵 南昌大学

13101005 徐晓林 辽宁大学

13101012 王伊彤 郑州大学

13101026 张逸迪 四川大学

13100013 翟大业 东北大学

13100015 孟帆 东北大学

国经系



13100064 张素 中南大学

13100065 牛一雯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079 刘珂昕 东南大学

13100087 孔方方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089 闫旭 重庆大学

13100122 吴墨馨 辽宁大学

13100146 李晨晨 中南大学

13100149 赵彦纯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189 皇甫冰玉 华中农业大学

13100278 丁杨 山东大学

13100284 孙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349 方慧娴 湖南大学

13100363 陈菲 华中师范大学

13100380 姜皓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

13100381 董智棋 安徽大学

13100397 郑云帆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439 李海博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460 李奕艺 吉林大学

13100463 马文豪 湖南大学

13100468 潘嗣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3100469 吴韵绮 西北工业大学

13100478 戴萌萌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483 陈珂宇 东南大学

13100543 张道涵 四川大学

13100550 赵鑫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554 杨柳 东南大学

13100693 郭秀锦 吉林大学

13100707 赵睿恒 北京师范大学

13100724 田雨萌 华中农业大学

13100758 刘欣宇 四川大学

13100827 吴晓萌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919 王玉珩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937 杨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3100963 龚帅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3101023 冯煦然 吉林大学

13101038 杨嘉欣 中山大学

13101041 牛美捷 湖南大学

13100221 胥丹婷 北京邮电大学

13100010 沈佳妮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471 王子璇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742 袁航 河海大学

13100465 梁志宝 湖南大学

13100479 卢家昕 湖南大学

13100538 李博文 湖南大学

13100558 周皓雨 湖南大学

13100161 郭亚飞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757 冼亮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394 游曼莉 华中科技大学

国经所



13100574 何雨含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702 许诗蕾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016 许茜 吉林大学

13100552 樊佳琪 吉林大学

13100596 叶德阳 南京理工大学

13100940 赵梓彤 厦门大学

13101047 张晓雯 厦门大学

13100537 闫一丹 山东大学

13100857 孙雨阳 山东大学

13100820 程芸倩 上海大学

13100646 孙青 苏州大学

13100687 莫洋 武汉理工大学

13100632 富子萱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807 何姗姗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998 谢雨晴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001 苏铭辉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040 刘园婷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435 舒欣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15 吴靓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16 李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985 龚晓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287 伍婧婧 中南大学

13100223 段筱菁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348 李伟钰 重庆大学

13100697 邢思勤 重庆大学



13100810 黄婉婷 重庆大学

13100191 王婧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399 高姗 四川大学

13100059 张天帷 东南大学

13100565 张弛 西安交通大学

13100847 王晓茹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667 王雅墨 四川大学

13100440 徐李玟君 北京理工大学

13101002 袁懿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527 李芝辰 河海大学

13100347 程文成 湖南大学

13100017 李钏 吉林大学

13100043 刘东北 大连海事大学

13100100 武卓尔 兰州大学

13100555 施敬轩 山东大学

13100633 倪鑫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640 吉星照 辽宁大学

13100736 宋晓雨 吉林大学

13100850 刘博闻 兰州大学

13100910 刘紫卓 武汉大学

13100954 李宗忠 四川大学

人口所

区域所



13100159 付依枫 兰州大学

13100481 曹惠程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520 李冰清 哈尔滨工程大学

13100881 唐颖彤 暨南大学

13100969 黄柯达 大连海事大学

13100101 郑保丰 厦门大学

13100092 刘成 四川大学

13100386 张浩宇 湖南大学

13100581 段舒怀 华北电力大学

13100330 高逢洲 山东大学

13100085 宋宇坤 山东大学

13100732 吴德千 西北大学

13100240 熊庆洁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750 王森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445 洪学芝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462 江乐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252 朱俊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789 冯美玲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669 龙伊云 北京师范大学

13100140 赵芫源 吉林大学

台湾所

财政系



13100213 周颖 贵州大学

13100607 邹沁 南昌大学

13100509 官佳红 海南大学

13100132 王非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100360 邓佳华 郑州大学

13100835 韩尚松 东北农业大学

13100913 陈晨 辽宁大学

13100169 张翰月 湖南大学

13100486 何恺仪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066 宗君之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077 黄浩文 华东师范大学

13100833 胡慧杰 北京外国语大学

13100949 郭进翰 天津大学

13100695 陈秋童 中南大学

13100112 蒋沁怡 北京化工大学

13100267 王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100451 王浩林 武汉理工大学

13100699 王钰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751 梁孟轩 西南财经大学

财金所

格拉斯哥

数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