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班级 学院 营
201821022 李俊辰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35 刘泽辰 公管1804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41 马闯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44 马维然 公管1804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46 牛昆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50 邱毅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54 申乔林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82 于一凡 公管1801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85 张秉航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21090 张亦弛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1营
201830001 伍可枫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03 张誉舰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09 倪兆杰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10 曹学淞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11 黄开怀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35 赵元卓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37 张辰越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38 祝清祺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40 曹乾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41 季健玮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44 李振霆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45 朱傲东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46 吴锦泽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70 张可为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0074 丁昱璟 精算1803 保险学院 1营
201837004 罗铮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7006 杨航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7031 陈东侠 保险1802 保险学院 1营
201837034 沈世原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8001 王永豹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8002 张丞浩语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38003 龙浩海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1营
201840007 刘高彬 中文18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营
201840029 潘纪龙 中文180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营
201841001 殷厚璞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02 李明泽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03 陶松然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31 代栗玮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36 续延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37 张心垚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64 倪朴展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65 邓彧卿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68 王迅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094 李昊岩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20 余双江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21 徐睿泰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23 李兆恒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24 周鹏凯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29 马闯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49 张漪雯 国金1806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51 刘浩然 国金1806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55 陆广琦 国金1806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187 周雨山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1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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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209 望盛 国金1808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214 刘哲希 国金1808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242 周渊海 国金1809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244 王梓岳 国金1809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265 刘子琛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266 李涵 国金1810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268 林睿明 国金1810 金融学院 1营
201841272 班嘉琦 国金1810 金融学院 1营
201842001 王奕霖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2006 白一博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42016 杜诚杰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72001 刘煜田 投资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72003 李世君 投资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72004 田闯 投资1801 金融学院 1营
201801007 周春旭 经济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041 张伟 国商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042 张峻通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073 吴浩宇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074 张家诚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075 方运华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079 王楷博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108 陆彦邦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110 熊子扬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112 张岚亭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114 周延泽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143 陈一凡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144 魏伟斌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1145 赵思源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05 魏润楠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07 张喆珏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08 李纪鹏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37 吴杨宇隆 经金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38 杜周杨正 经金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62 华林峰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66 李彦诚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68 于海天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69 呼斯楞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93 张博 经金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94 曾德涛 经金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096 卫柄南 经金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119 申乐然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122 赵克承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127 刘耀文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129 陆天辰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2130 唐艺哲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3001 吴宇扬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3006 江子扬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3009 林地浚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03010 徐涵卓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25001 范常睿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12 陈屹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13 徐万里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14 陈健雄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36 贾润松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38 王昊天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44 赵海西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45 汤笑川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63 唐梓淮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64 耿彬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65 胡鑫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67 常华成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69 王若平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73 苏一涵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92 周鑫卓 电商1804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96 马颂昌 电商1804 信息学院 2营
201825097 李浩轩 电商1804 信息学院 2营
201831001 韩威宇 国商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31008 蔡培峰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31014 顾煜涛 物流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55023 张自源 国政1801 国际关系学院 2营
201855025 达尼亚尔·亚力坤 国政1801 国际关系学院 2营
201855040 陆俊玮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2营
201855054 吴梦奇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2营
201855064 唐力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2营
201855069 张庭源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2营
201871004 王英霁 贸易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2营
201883003 符熠琛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83004 徐来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83008 高天昊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83011 裴有容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2营
201806004 费勃瑞 管理1801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006 王欣洋 管理1801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066 吴健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091 唐硕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094 梁舒泽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096 鄢江涛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097 郑昊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099 王炯尧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123 叶桐 管理1805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187 李嘉豪 工商1801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191 贺橹南 管理1807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247 覃泓杰 管理1809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250 棉裕航 管理1809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275 唐子峻 管理1810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6278 张旭 管理1810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9021 颜宇琛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022 朱劲嘉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038 高明远 英语1802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040 李彤 英语1802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065 赵锐哲 英实1801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082 曹宸源 英语1804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120 姬晨皓 英语1806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121 杨镇弛 英语1806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137 陈泉昆 英语1807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139 王瑞和 英语1807 英语学院 3营
201809155 彭文禹 英语1808 英语学院 3营
201811018 王丰羽 日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2016 陈瀚林 阿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2018 王润生 阿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2020 周昊正 阿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3018 李正昂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3019 王黎明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5020 李汝绩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5041 龚远志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3营
201816011 牟晋润 西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6012 王思凯 西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6027 黄星贺 西语1802 外语学院 3营
201817017 程宵凯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7019 李昊临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8013 冯奕捷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8018 邹家康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9019 李泽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9021 张溪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19041 陈鹏舟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3营
201820002 朱宏 法实1801 法学院 3营
201820003 王健宇 法律1801 法学院 3营
201820033 王一 法律1802 法学院 3营
201820062 李朗 法律1803 法学院 3营
201820094 李明达 法律1804 法学院 3营
201824017 田申睿 葡语1801 外语学院 3营
201856015 孙徐农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3营
201856017 王理鹏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3营
201856023 许家豪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3营
201857013 刘航宇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3营
201857019 彭琪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3营
201857030 郑沈格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3营
201873001 韩硕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3002 王昱懿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3003 李承秦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3005 张海琪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4001 马泽洋 工商1803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4002 朱峰 工商1803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4003 周厚辰 工商1803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5003 王磊 双会1801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75004 晏辰 双会1801 国际商学院 3营
201801017 张雪萍 经济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21 蓝婉静 经济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22 李亚菲 经济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23 金小娜 经济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29 王莹莹 经济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47 闫依洋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50 马潇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51 娜孜木·恩提帕克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55 董婳艺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57 黄颖媛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59 陈欣怡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64 郑佳禾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65 姜月亮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68 田语逍 经济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80 冯世骄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84 常常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91 韩楚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099 王妍睿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00 李宜珂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03 向婧源 经济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16 丁雪花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17 简睿坤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18 蒋晓萌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20 洪偲祺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21 王楠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26 刘运韬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33 陶瑾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34 赖子阳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36 张羽姗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38 彭麟涵 经济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53 张婷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62 张瑾瑜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63 王雨婷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65 李子圆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73 石丁元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1174 钱姝竹 经济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16 王馨怡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17 方昀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19 丛琳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23 周晓冰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24 苏鑫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30 李月彤 经金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42 胡佳 经金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49 杨琴 经金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52 乔子玥 经金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55 王恩哲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59 林芝伊 经金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73 汪清岚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75 韩丽媛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76 凡芷昀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83 吕雨菡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84 张雨润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085 杨云霏 经金180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06 朱玥 经金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11 施琪 经金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17 戴佩萱 经金180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32 张霄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36 王佳奕奕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39 杨娜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41 朱凡凡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43 欧阳欣怡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2147 谢文茜 经金18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11 许倩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12 蓝逸婷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13 龙俊霖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15 于永琪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17 王欣然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19 沈思诺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24 高胜寒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25 李艺文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27 李佳柠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30 苗雨欣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31 刘淑洁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36 王含泊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37 岳明扬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3040 刘孔滢 基地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31021 赵忆萌 物流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31023 李安然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31031 丁俊元 物流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71006 付舒 贸易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71008 张佳琪 贸易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71009 宋佳荣 贸易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71012 周一岷桥 贸易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71014 田宇侠 贸易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77002 丁瑾 营销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4营
201806010 韦宛 管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13 唐嘉临 管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14 韦思琪 管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17 刘佳欣 管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21 柯文欣 管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41 张雨琪 管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46 钟沛雯 管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47 谭湘泉 管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50 陈村 工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52 张晋怡 管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53 德吉央宗 管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55 李雯欣 管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72 李璐明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75 覃佳嘉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77 安思佳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78 夏秋华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81 崔雅娴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82 王思懿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83 孙清华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84 刘璐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87 朱家绮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090 郭诚颖 管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06 张莫晗 工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07 何艺颖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10 邵云柯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11 潘子晨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13 孙宛霖 工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15 田蓓娜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16 王雨婷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18 何昱禧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19 王誉洁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21 阿依达娜·卡德尔汗 管理1804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32 谷天悦 兰斯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33 曹子衿 管理1805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34 王晨洁 管理1805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40 丁扬 管理1805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64 康旭 管理1806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69 王一涵 管理1806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75 李雨馨 管理1806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76 刘心雨 管理1806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77 周郭千一 管理1806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79 林乐欣 管理1806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83 王安琪 管理1806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93 康媛柯 管理1807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198 庄佩璐 管理1807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03 琚慧迪 管理1807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05 杨丽婷 管理1807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11 苏益 管理1807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27 苏畅 管理1808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29 刘畅 工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38 于沛霖 管理1808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53 王玉珑 管理1809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54 汪小翔 工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64 黄绮涵 管理1809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67 石嫚玲 管理1809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69 龙沐晨 管理1809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85 杨怡萌 工商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86 王婧怡 管理1810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97 汪心童 管理1810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298 欧歌 管理1810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6301 张潇丹 管理1810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73008 王云锦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73014 杨晓晨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73016 李茜莹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74007 康晏静雯 工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74012 顾涵睿 工商1803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75005 张召文 双会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75010 程雪薇 双会1801 国际商学院 5营
201809001 陈静漪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05 刘畅 英实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06 罗茵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09 王烨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11 谢惠霖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12 杨任叶子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14 于家傲 英语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24 邓桢妮 英语1802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26 韩雨萱 英语1802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32 王粟苇 英语1802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35 尹千雯 英语1802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47 葛赛妮 英语1803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67 陈田佳 英实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68 郭世娴 英语1804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71 李泽宛 英语1804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72 陆祎璨 英语1804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73 王畅 英语1804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74 王素勤 英语1804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89 巴宁睿 英语1805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091 曾晴 英语1805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01 翟璞源 英实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14 玛孜娜·也尔肯 英语1806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17 司雨潼 英语1806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18 王浩艺 英语1806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23 曹双慧 英语1807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26 胡晴晴 英语1807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27 黄思予 英语1807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28 康佳安 英实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35 王书韵 英语1807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41 次仁拉珍 英语1808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44 贾茹 英语1808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48 莫文欣 英语1808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50 上官巧儿 英实1801 英语学院 6营
201809153 赵玉茹 英语1808 英语学院 6营
201821003 崔佳艺 公管1801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09 古凤清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13 胡然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14 胡昀格 公管1804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16 黄菁菁 公管1801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17 蒋林彤 公管1804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21 李佳璇 公管1801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25 李香香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26 李雨芯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28 李贽 公管1804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29 廖湘怡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30 刘寸寸 公管1801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32 刘俐含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47 欧阳淑茹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49 钱范莉淇 公管1801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53 沙瑾楠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63 王欣宇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72 向映洁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77 杨培晶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83 曾晶晶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87 张钧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93 赵佳敏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97 周峥 公管1804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099 孜拉乐·塔依尔 公管1801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100 邹楚涵 公管1802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1102 覃静怡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6营
201825018 郭娇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21 黄蕴绮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22 张思紫淳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24 史卓灵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28 罗越 电商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46 祖竟然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48 李婷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53 游艳馨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57 张云帆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60 吴梓渟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61 苏比努尔·凯赛尔 电商1802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78 黄靖然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79 范佳怡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83 杜锦铭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091 次德吉 电商1803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108 柳紫涵 电商1804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112 祝雨婷 电商1804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118 陈家盈 电商1804 信息学院 6营
201825121 黄诗艺 电商1804 信息学院 6营
201883015 斯诺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83016 刁心玉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83022 郭铭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83027 刘雪娇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83030 夏培媛 大数1801 信息学院 6营
201820011 赵伊凡 法实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16 隋玉赫 法律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17 李慧子 法实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18 郭辰晨 法律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19 黄泽仪 法律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20 鄂春水 法律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29 康梓菲 法实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41 李雪祺 法律1802 法学院 7营
201820045 吴泓瑾 法实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46 邓福倩 法律1802 法学院 7营
201820048 王红杰 法律1802 法学院 7营
201820070 王汇川 法律1803 法学院 7营
201820072 张岚 法律1803 法学院 7营
201820074 曹楚 法律1803 法学院 7营
201820078 张誉馨 法实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79 王姝淼 法实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080 魏靖堃 法律1803 法学院 7营
201820083 叶婧颐 法律1803 法学院 7营
201820089 孟子秋 法律1803 法学院 7营
201820090 王雪祺 法律1803 法学院 7营
201820099 吴婷慧 法实1801 法学院 7营
201820101 马潇雨 法律1804 法学院 7营
201820104 梁文静 法律1804 法学院 7营
201820105 许珺 法律1804 法学院 7营



201820109 王婧琪 法律1804 法学院 7营
201820111 闫雨馨 法律1804 法学院 7营
201820114 吴依菲 法律1804 法学院 7营
201830019 邓雅茹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22 李可心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23 许可欣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24 陈洋艺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26 吴可奕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32 付裕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48 莫雨彤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50 周宇超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51 王智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53 许千慧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58 杨钫淇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59 高明月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64 张恬泓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83 胡宁 精算1803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84 康媛媛 精算1803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90 王希 精算1803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91 戈涵 精算1803 保险学院 7营
201830094 韩昕妤 精算1803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19 郭宇轩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22 房之歆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24 张雅瑄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27 张之鸿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30 唐月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41 赵梓依 保险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45 魏佳妮 保险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47 詹小玲 保险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56 窦婧文 保险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57 林诺 保险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7058 李晓文 保险1802 保险学院 7营
201838011 杨媛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8013 付春雨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8015 赵瑞影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38018 王晴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7营
201855001 陈子霖 国政1801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07 陈邹琳 国政1801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15 刘佳 国政1801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19 赵雪 国政1801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29 韩莲姬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34 陈安琪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36 刘珂悦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37 郭秋雨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39 付钰淳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44 马宇星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51 江羽茜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53 杜晓童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61 杨涵斐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62 倪梦雅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63 伍丽铃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55067 李玉玺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7营
201811007 李雅璐 日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1016 郑婷婷 日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2005 李超逸 阿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2011 王卓凡 兰斯1801 国际商学院 8营
201813002 崔馨丹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3003 姜灿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3005 刘欣雨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3006 罗斐予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3007 钮伊娜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3010 司艺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3016 赵冰清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4006 李倩文 越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4007 梁铭 越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01 陈明子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04 段欧洋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09 李琼宇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11 刘宇晨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13 罗瑶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17 王若凡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19 温妮 法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25 房雨沁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26 冯青青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31 马霄轩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34 田佳乐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35 汪景飒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5036 王赒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6001 白明浩 西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6003 郎睿琳 西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6005 史逸 西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6026 周颖珂 西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7005 方日戈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7006 郭金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7007 李佳宏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7010 田雅涵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7016 张灵雨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8004 努尔比耶姆·莫拉肉孜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8006 孙嘉璐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8007 谭冉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8012 赵祥来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02 陈心诺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08 钱凤楠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17 朱梦洁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18 祝一凡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22 程诗婷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23 高凡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24 葛倩茹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27 刘琪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33 武欣宇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36 袁珞琪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19038 曾敏 德语1802 外语学院 8营
201824002 丁彦匀 法实1801 法学院 8营
201824006 诺珉 葡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24007 邵怡心 葡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24010 孙一茗 葡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24011 汪子琪 葡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24012 王祉祎 葡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24014 应哲楠 葡语1801 外语学院 8营
201856019 王熙然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3营
201856002 程剑楠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04 狄子莹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08 姜婧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10 李雯曦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12 刘琦雨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16 王俊入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22 徐越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28 张雨彤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6029 张泽萱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7004 邓舒丹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7010 况泉羽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7015 柳新月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7017 吕瑞雪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7023 王诗语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57024 熊黎 金数1801 统计学院 8营
201840004 巩奥宁 中文18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9营
201840006 李琳 中文18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9营
201840011 马于川 中文18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9营
201840012 沈歆 中文18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9营
201840016 尤沁洁 中文18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9营
201840031 肖露 中文180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9营
201840034 张曦之 中文180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9营
201841013 谷岱阳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14 金頔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16 张芸帆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18 刘紫璇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26 李雅婷 国金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43 郭溦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49 陈思敏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52 冯可盈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59 姜昕怡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60 尧伟琴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74 马袁依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79 扎依旦木·艾买尔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86 王靖暄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87 刘姝辰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088 张婧铭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02 李甜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05 陈丽杰 国金1804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07 祁梦婷 国金1804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30 薛笑尘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37 何文香雪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39 何欣妍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47 夏雪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69 孙一铭 国金1806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91 纪如昱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196 陈漪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00 汤可意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25 聂子怡 国金1808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30 周雪婷 国金1808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31 谭九虹 国金1808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34 邸舒歆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45 陈令仪 国金1809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47 付婉琪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48 李箬怡 国金1809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60 李倩 国金1809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62 金毅丹 国金1809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83 郭可欣 国金1810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85 热万·托合达尔 国金1810 金融学院 9营
201841287 戴诗琪 国金1810 金融学院 9营
201842021 何羽筝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2023 房可欣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2024 陶红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2025 麻漪雯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2032 校星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42038 李季洺 金量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72006 吴雨萌 投资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72014 吴宇彤 投资1801 金融学院 9营
201802035 赵昊 经金18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02092 肖洋 荣誉180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20042 陶珺 法律1802 法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20084 李夏漪 法律1803 法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21062 王思怡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21094 赵明扬 公管1803 公共管理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38009 崔银平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0003 段慕瑶 中文1801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044 陈彦如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058 刘心怡 国金1802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163 李星莹 国金1806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168 刘宏彦 国金1806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189 张馨元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201 牛晗玥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202 张雨欣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212 潘正强 国金1808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41219 邱芷奕 国金1808 金融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55068 张芸 国政1803 国际关系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55075 刘桐惠 法实1801 法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56001 陈文婕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73006 程浩 工商1802 国际商学院 三防战术演练方队
201811011 王星容 日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1014 杨沚烨 日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2013 解致瑶 兰斯1801 国际商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3008 祁芷萱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3014 张文轩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3015 张珣婕 朝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4001 蔡冰莹 越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5029 刘轶凡 法语1802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6008 徐丹倪 西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6009 杨敏霞 西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6017 贾雨玮 西语1802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6023 孙文文 西语1802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7004 陈雨霏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7011 蔚瑶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7014 杨润玉 意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8001 黛娜·海依拉提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8005 曲心阳 俄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9007 牛蕙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19013 于婧瑶 德语1801 外语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20022 刘千宇 法律1801 法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20028 陈昕 法律1801 法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20073 王慧 法律1803 法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20102 赵雅泽 法律1804 法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30018 单宇华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30031 李芬 精算1801 保险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30062 朱兰欣 精算1802 保险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30095 胡芷瑄 精实1801 保险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37011 向心怡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37012 李奕霖 保险1801 保险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38010 丁晓晨 劳保1801 保险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0026 刘婉宇 中文180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042 丁璇 鸿儒1801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073 韩冬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085 孔思迈 国金1803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142 崔昕妍 国金1805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161 张逸瑄 国金1806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195 刘欣宁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198 吴可盈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199 闫歆玙 国金1807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41275 杨安妮 国金1810 金融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55008 缪金敏 国政1801 国际关系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55033 汤蕊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55048 邢文钰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55050 塞地尼沙·艾买尔江 国政1802 国际关系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201856007 呼晓琦 统计1801 统计学院 三声三相方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