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2022年经济学夏令营”优秀营员名单公示

注意：优秀营员必须取得所在本科学校“推免资格”，如果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
服务系统中报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我院将根据名额情况择优录取，录取顺序将按照以下各系
所专业排名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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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随时关
注经济学院官网通知。

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经济系

理论经济学

13101481 高萍 四川大学

应用经济学

13101020 郑世莹 大连理工大学

13101326 丁可 中国人民大学 13100738 孟童真 四川大学

13100442 黄浩宇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941 曾雯祺 中国人民大学

13100161 董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3100339 葛依含 重庆大学

13101062 王诗雨 重庆大学 13101079 陈芷琪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717 刘佳和 西北大学 13100774 凌家欣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330 胡力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101372 张熙令 同济大学

13100474 范如杰 辽宁大学 13100639 马鸿泽 吉林大学

13100547 李欣泽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219 徐光宇 厦门大学

13100838 李秋林 四川农业大学 13101439 卫芷萱 吉林大学

13100355 杨梦雯 辽宁大学 13100427 颜文倩 兰州大学

13101244 孙墨涵 兰州大学 13100953 郭凡维 湖南大学

13100189 简秀雯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065 张靓怡 西北大学

13101378 曾庆琳 中央民族大学

13101490 王洵 吉林大学

13100215 朱玉情 四川农业大学



经研所

理论经济学

13100464 臧雪伊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

13100258 冯馨霆 郑州大学

13100143 孙瑞婷 辽宁大学 13100033 任思晓 东北农业大学

13101382 李汪阳 湖南大学 13100503 石华磊 四川大学

13100794 马翔宇 北京理工大学

13100207 孙滋明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198 罗嘉琦 四川大学

13100276 孙旭东 吉林大学

13101030 李政琎 东南大学

13100123 张瑾思 吉林大学

13100351 李佳音 辽宁大学

13100530 菅顺凯 山东大学（威海）

13101336 潘娅颖 四川大学

13100691 金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003 崔灿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632 刘坤瓒 中国人民大学

13100081 伍歆 四川大学

13100247 唐睿智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3101126 许峻瑶 南昌大学

国经系

理论经济学

13100926 陈旸 郑州大学

应用经济学

13100887 袁小丫 四川大学

13100524 林泽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125 靳鹏飞 吉林大学

13100856 王晔辰 华东理工大学 13101350 郝怡斐 上海大学

13100835 王灵玲 华中师范大学 13100120 侯雨昕 大连理工大学

13101418 欧阳益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281 李想 华东师范大学

13100615 杨智斐 吉林大学 13100257 苏雅琪 郑州大学

13100915 薛雅丹 中国农业大学 13100385 庞聿凡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646 王寒蕾 中国海洋大学 13101314 吴师腾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436 温仕玉 四川大学 13101325 蔡思翔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171 梅嘉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053 江畅 中南大学



理论经济学

13100494 徐霞 中国海洋大学

应用经济学

13100318 王云华 山东大学

13100869 高畅 华中农业大学 13100810 陈晴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3100742 崔然 湖南大学 13101229 陈诗影 大连理工大学

13101140 袁含笑 华中农业大学

国经所

理论经济学

13100280 林永春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13100074 刘晓宇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861 王月 吉林大学 13100350 张欣童 辽宁大学

13100689 卜心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021 李函倚 东北大学

13101303 张舒童 中国人民大学 13101170 林可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561 郑玮岚 湖南大学 13101019 周倩宇 大连理工大学

13101297 车诗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721 黄琦颖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790 王一淼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999 王耀 吉林大学

13101086 黄瑞敏 北京邮电大学 13101384 邓海露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302 郭美伶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202 杨思琪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188 张姗姗 中国人民大学 13100921 赵梓含 四川大学

13100304 陈景盈 武汉大学 13100403 张粤 东南大学

13100470 吴妍雨 湖南大学 13100645 满中华 中国海洋大学

13101206 李子祎 暨南大学 13100759 朱若瑾 苏州大学

13101015 廖舫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101041 苏文卓 山东大学

13101386 方衍棋 北京林业大学

13100296 谢嘉垚 湖南大学

13101076 钟晓颖 四川大学

13100063 刘诗文 郑州大学

人口所

理论经济学

13101047 高宇航 华中科技大学

应用经济学

13100555 张雯倩 湖南大学

13100010 赵越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004 戴雨桐 四川大学

13100886 宗晓雪 四川大学

13100471 黄靖岚 兰州大学

区域所



应用经济学

13101066 王天乐 兰州大学

13100426 罗昱颖 四川大学

13100705 张宇扬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750 邵家琛 辽宁大学

13100284 胡田子绚 中央民族大学

台湾所

应用经济学

13100954 林炜乾 湖南大学

13100020 张玥心 辽宁大学

13100674 陈姿宇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财政系

应用经济学

13100557 侯鑫垚 山东大学

13100859 王欣悦 厦门大学

13101320 董流浩 苏州大学

13101431 徐薇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320 赵紫萱 山东大学

13100507 韦佳妤 兰州大学

13100791 许心缘 湖南大学

13100562 郭星颖 湖南大学

13100164 郝净琪 武汉理工大学

13100108 肖博亚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410 俞淑敏 四川大学

13101155 许沁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467 狄姝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量所

应用经济学

13100432 张涛 郑州大学

13100156 王肃坤 郑州大学

13100222 王奥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114 翁晶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3101154 郑思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13100491 马梓淏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069 韩经纬 贵州大学

13100638 张黎芮 吉林大学

财金所

应用经济学

13100291 胡永峰 四川大学

13100095 丁一兵 山东大学

13100292 王紫琪 重庆大学

13100617 刘子川 大连理工大学

13101291 刘微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212 罗若兮 西南财经大学

格拉斯哥

应用经济学

13101240 郭小溪 中国海洋大学

13100467 徐士博 山东大学（威海）

13100286 张可欣 兰州大学

13100113 朱佳音 中国农业大学

13101408 万芊 南京农业大学

税务

税务

13100644 杭雨清 山东大学

13100710 吴亦清 宁夏大学

13100437 郑龙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207 潘柯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880 余波 吉林大学

13101452 郭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23 刘曼玲 四川大学

13100097 闫毓龙 厦门大学

13100015 付中正 中央财经大学

13100946 李尚坤 吉林大学

13100348 梁磊 辽宁大学

13100712 李扬均 中央财经大学



税务

13100383 王可好 四川大学

13101248 庄雨锦 北京交通大学

13100939 张祖一 中央民族大学

13101283 罗臻 吉林大学

13100828 梁伟涛 南昌大学

13101179 陈逸婧 东北财经大学

13100878 李佳润 大连理工大学

13100401 姜璐瑶 吉林大学

13100337 柴瑜旋 中央民族大学

13101177 卢思羽 东北财经大学

13100590 张宇晨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824 赵伊静 安徽大学

13100777 肖叶琳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060 张亦弛 华南理工大学

13100424 晏培元 湖南大学

13100586 李怡 南昌大学

13100654 蒋力柔 大连海事大学

13101432 张楷涵 吉林大学

13100086 邓美俊 中南大学

13100209 何雨欣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551 李秋漪 西安交通大学

13101345 张泽均 内蒙古大学

13101069 慕好奇 西安交通大学

13100454 范丹丹 湖南大学

13100559 王建坤 山东大学

13101454 林静蓉 暨南大学

13101028 李婧贤 大连理工大学

13101199 杜景颐 兰州大学

13100479 姚诗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340 习诗怡 湖南大学

13100107 徐好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

13101008 仉一辰 山东财经大学

13100868 金逸扬 合肥工业大学

13100357 林敬哲 辽宁大学

13100529 兰姝涵 山东大学

13100906 周慧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212 施磊 中国矿业大学

13101482 孟凡力 上海大学

13100914 王雅心 中央民族大学

13100438 何姝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648 黄一飞 华中科技大学

13100811 刘昕彦 北京交通大学

13100101 郑宇昕 厦门大学

13100672 李源东 合肥工业大学

13100802 罗昊宁 厦门大学

13100170 张文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400 王瑞新 吉林大学

13100713 朱佳怡 华东理工大学

13101258 方楚乔 合肥工业大学

13100150 林智浩 中国矿业大学

13101046 谷魏邦 武汉大学

13101383 王子涵 湖南大学

13101332 张哲宁 华东师范大学

13100153 陈则霖 江南大学

13101153 周栩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1032 韩梦圆 厦门大学

13100605 雷羽茜 山东财经大学

13100375 李小艺 郑州大学

13100584 卫冰莹 郑州大学

13100397 林婕妤 东北财经大学

13100558 张佳雨 山东大学

13100002 戴昊炜 中山大学



国际商务

13101145 黄伊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3100147 姚淑琪 上海大学

13100264 姚恽 合肥工业大学

13100763 祁歆童 南京农业大学

13100455 陈泽长 西北工业大学

13100842 魏婧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542 温昌勇 南昌大学

13100076 黄强 四川农业大学

13100560 李齐眉 湖南大学

13100475 梁晶晶 上海大学

13100866 李荣涛 辽宁大学

13100262 林璇 福州大学

13100152 王楚晴 河海大学

13101475 左御风 东华大学

13101118 从国轩 江南大学

13100807 李志浩 中南大学

13100354 顾雨歌 辽宁大学

13100148 朱汶月 上海外国语大学

13100991 崔梦珅 西南财经大学

13101168 刘天宁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923 李文卓 北京外国语大学

13101423 李宥辰 西南财经大学

13100974 左雯杰 江南大学

13100358 籍雨桐 辽宁大学

13101468 张佳璐 南京农业大学

13101220 温雪莉 南昌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