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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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浩丞 国际贸易学 包群 90 是

2 廖赛男 国际贸易学 包群 90 是

3 王秀玲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8 否

4 谢慧敏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7 否

5 徐柳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7 否

6 夏璋煦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6 否

7 葛健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5 否

8 高艳梅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5 否

9 范雪晴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5 否

10 王琪红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4 否

11 吕鑫萌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4 否

12 孙霖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4 否

13 张洪源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4 否

14 张文秋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3 否

15 周昊天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3 否

16 王琳琳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2 否

17 黄烨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2 否

18 逯洋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2 否

19 宋文豪 国际贸易学 包群 81 否

20 张心怡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9 是

21 田伟腾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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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聪文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5 否

23 罗雪华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4 否

24 徐珺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3 否

25 赵雨亭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3 否

26 张蕊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3 否

27 罗力菲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2 否

28 刘叶青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2 否

29 葛星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1 否

30 罗颖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1 否

31 孙倩倩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80 否

32 彭壮壮 城市经济学 江曼琦 未收到纸质材料 否

33 田双 世界经济 李坤望 95 是

34 何晔 世界经济 李坤望 90 是

35 陈嘉诚 世界经济 李坤望 90 是

36 宋培 世界经济 李坤望 80 是

37 丛聪 世界经济 李坤望 80 是

38 彭依文 世界经济 李坤望 80 是

39 孙沁茹 金融学 梁琪 90 是

40 刘淇 金融学 梁琪 90 是

41 刘皓天 金融学 梁琪 90 是

42 李静雯 金融学 梁琪 85 是

43 张崇友 金融学 梁琪 85 是

44 秦莉 金融学 梁琪 85 是

45 张晨宇 金融学 梁琪 80 否

46 徐睿哲 金融学 梁琪 80 否

47 何文祥 金融学 梁琪 80 否



48 孙鹏博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90 是

49 唐恩斌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8 是

50 许文博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7 是

51 葛力铭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6 是

52 李嘉琪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5 否

53 王莎莎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5 否

54 刘锦华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5 否

55 王星媛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4 否

56 高锡鹏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3 否

57 张练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3 否

58 王馨雅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3 否

59 邓斯月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3 否

60 刘泽宇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2 否

61 杜鹏飞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2 否

62 刘若蕾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2 否

63 伦闰琪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1 否

64 陈喆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0 否

65 张博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0 否

66 霍倩倩 区域经济学 刘秉镰 80 否

67 龙禹玺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95 是

68 罗智红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92 是

69 邬嘉晟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88 是

70 陆禹舟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85 是

71 苗效东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80 否

72 熊攀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77 否

73 段懿恒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76 否



74 周洁 政治经济学 逄锦聚 -1 否

75 张市化 世界经济 盛斌 95 是

76 李汉 世界经济 盛斌 93 是

77 郭浩 世界经济 盛斌 90 是

78 李玥蓉 世界经济 盛斌 88 是

79 张群 世界经济 盛斌 86 否

80 武坤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81 康宽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82 李林汉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83 刘雁蔚 世界经济 盛斌 85 否

84 张帅 世界经济 盛斌 83 否

85 唐卓伟 世界经济 盛斌 80 否

86 宁玉玲 世界经济 盛斌 80 否

87 袁璐瑶 世界经济 盛斌 80 否

88 孙志娴 世界经济 盛斌 -1 否

89 冯祥玉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90 是

90 姚星明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90 是

91 鞠欣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86 是

92 史同飞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86 是

93 马志鑫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85 是

94 张鑫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84 是

95 刘越 国际贸易学 佟家栋 -1 否

96 金靖壹 经济史 王玉茹 90 是

97 裴丽婕 经济史 王玉茹 90 是

98 张春华 经济史 王玉茹 85 是

99 车治辂 经济史 王玉茹 85 是



100 张磊 经济史 王玉茹 80 否

101 王睿 经济史 王玉茹 80 否

102 季建文 经济史 王玉茹 75 否

103 甄洋 世界经济 冼国明 95 是

104 王智鑫 世界经济 冼国明 90 是

105 董朋飞 世界经济 冼国明 88 是

106 任思雨 世界经济 冼国明 87 是

107 胡善成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95 是

108 王良虎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93 是

109 但婷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91 否

110 李丹丹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8 否

111 赵培雅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8 否

112 宋宇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8 否

113 白雯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6 否

114 杨焕焕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6 否

115 刘建君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6 否

116 吴莞生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6 否

117 王希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5 否

118 杨泽民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5 否

119 王超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3 否

120 张静坤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3 否

121 陈景帅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2 否

122 陈丹波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0 否

123 王治国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0 否

124 刘婷钰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0 否

125 陈子充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0 否



126 邓元东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80 否

127 雷会妨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78 否

128 叶运新 区域经济学 周京奎 77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