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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导师 拟录取专业 录取成绩 备注

100550113111457 魏斌 李志辉 金融学 85.60

100550113111465 朱明皓 李志辉 金融学 73.00

100550113111461 马晓青 李志辉 金融学 72.40

100550113111398 孙小雪 马蔡琛 财政学 75.20

100550113111402 林江 马蔡琛 财政学 75.20

100550113111415 侯省亮 倪志良 财政学 81.00

100550113111414 钱峰 倪志良 财政学 76.60

100550113111417 李琦 倪志良 财政学 74.20

100550113111431 康明 踪家峰 财政学 76.40

100550113111602 张晨霞 李荣林 国际贸易学 71.80

100550113111173 汪泽 李荣林 国际贸易学 74.00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调剂

100550113111634 王秀玲 隆国强 世界经济 75.40 调剂

100550113111620 熊治 施炳展 国际贸易学 79.00

100550113111630 王梦颖 张诚 世界经济 73.20 调剂

100550113111220 张玉书 黄玖立 世界经济 86.00

100550113111163 赵瑞丰 蒋殿春 世界经济 79.60

100550113111259 吕美静 盛斌 世界经济 79.40 调剂

100550113111269 王天宇 李磊 世界经济 81.20

100550113111180 景国文 刘晨阳 世界经济 81.60

100550113111188 张俊东 孟夏 世界经济 83.00

100550113111192 荆森 邱立成 世界经济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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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导师 拟录取专业 录取成绩 备注

100550113111235 原欣欣 严兵 世界经济 76.20

100550113111627 郭少宇 严兵 世界经济 74.80 调剂

100550113111575 方浩丞 包群 国际贸易学 78.60

100550113111586 逯洋 胡昭玲 国际贸易学 76.00

100550113111583 马志鑫 张伯伟 世界经济 75.40 调剂

100550113111610 于林可 周申 国际贸易学 76.00

100550113111225 李苹 张兵 世界经济 75.40

100550113111227 燕晓娟 王永进 世界经济 73.60 调剂

100550113111031 周大勇 段文斌 政治经济学 81.60

100550113111022 宁玉玲 段文斌 政治经济学 75.20

100550113111047 靳济远 刘凤义 政治经济学 80.40

100550113111138 陈天鑫 刘晓欣 西方经济学 79.40

100550113111135 李军帅 刘晓欣 西方经济学 77.80

100550113111010 张涵 陈国富 政治经济学 68.60

100550113111112 吕洋 李俊青 西方经济学 77.60

100550113111723 郭皓 陈宗胜 政治经济学 78.20

100550113111076 胡熙 陈宗胜 政治经济学 77.80

100550113111731 周洁 逄锦聚 政治经济学 77.80

100550113111726 王园园 逄锦聚 政治经济学 74.60

100550113111069 黄杏子 周云波 政治经济学 81.20

100550113111061 刘畅 周云波 政治经济学 77.20

100550113111717 李依菲 刘刚 政治经济学 77.40

100550113111055 霍治方 刘刚 政治经济学 75.80

100550113111170 魏哲 贺京同 西方经济学 73.20 调剂

经研所

区域所

国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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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导师 拟录取专业 录取成绩 备注

100550113111477 宋培 白雪洁 产业经济学 82.00

100550113111500 李琳 白雪洁 产业经济学 80.20

100550113111568 张楠 李响 产业经济学 79.60

100550113111553 郭慧芳 庞瑞芝 产业经济学 75.40

100550113111034 汪青青 庞瑞芝 产业经济学 72.20 调剂

100550113111503 王宏鸣 庞瑞芝 产业经济学 74.60 调剂

100550113111378 陈建垒 李兰冰 区域经济学 82.40

100550113111364 逯海勇 李兰冰 区域经济学 79.00

100550113111359 张云矿 李兰冰 区域经济学 74.60

100550113111052 王纯 杜传忠 产业经济学 69.20 调剂

100550113111054 陈永昌 杜传忠 产业经济学 68.00 调剂

100550113111493 王亚丽 杜传忠 产业经济学 77.40 调剂

100550113111111 薛丹青 江曼琦 城市经济学 76.40 调剂

100550113111645 方守林 黄乾 劳动经济学 74.00

100550113111302 王海星 陈卫民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76.40

100550113111310 张圣健 原新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81.80

100550113111740 王丽晶 原新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74.00

100550113111673 苗培 王群勇 数量经济学 78.00

100550113111666 孟雅婧 王群勇 数量经济学 73.20

100550113111329 陈子充 曹小衡 区域经济学 77.20

100550113111103 王琦 曹小衡 区域经济学 74.80 调剂

100550113111127 雷红丽 曹小衡 区域经济学 73.60 调剂

人口所

数量所

台湾所

注：本名单为经济学院（含研究生院下达指标和人事处追加指标），20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
新中心及南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中心单列指标）所下达的博士名额下的拟录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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