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学院 2020 夏令营优秀营员候补名单 

申请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考核成绩 

金融学 13000781 王雨馨 厦门大学 89.33  

金融学 13000031 马庆 吉林大学 89.00  

金融学 13000190 周英雄 西南财经大学 88.67  

金融学 13000931 刘炜 南开大学 88.67  

金融学 13000793 李天舒 西南财经大学 88.00  

金融学 13000850 秦劲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8.00  

金融学 13000104 柳昊 北京交通大学 87.67  

金融学 13000993 吴茜 南开大学 87.33  

金融学 13000924 许丽洁 南开大学 87.33  

金融学 13000162 袁安琪 华南理工大学 87.00  

金融学 13000806 江荣 华中科技大学 87.00  

金融学 13000450 郭津津 中央民族大学 86.67  

金融学 13000391 李姝璇 中国海洋大学 86.33  

金融工程 13000849 冯一东 中央财经大学 89.33  

金融工程 13000919 范鑫涛 南开大学 89.33  

金融 13000356 陈雯雅 广西大学 84.58  

金融 13000710 聂润格 天津大学 84.50  

金融 13000981 郭佳文 西安交通大学 84.42  

金融 13000513 温婕 中山大学 84.25  

金融 13000979 张志浩 西安交通大学 84.17  

金融 13000416 陈金锋 福州大学 84.08  

金融 13000713 张馨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 84.08  

金融 13000076 王光钰 哈尔滨工业大学 83.58  

金融 13000904 蒋亚岑 中国人民大学 83.33  

金融 13000900 白子敬 东华大学 83.25  

金融 13000949 刘洋 武汉大学 83.25  

金融 13000150 康乃琦 南开大学 82.92  

金融 13000323 李晓煜 西安交通大学 82.92  

金融 13001025 李若琳 北京工业大学 82.67  

金融 13000853 张冰呈 北京外国语大学 82.67  

金融 13000062 李婧 中山大学 82.58  

金融 13000096 潘韫 安徽大学 82.50  

金融 13000964 黄家辉 华南理工大学 82.25  

金融 13001160 林奕皓 西北大学 82.00  

金融 13000943 张雨欣 哈尔滨工业大学 81.92  

金融 13000402 张健 华北电力大学 81.83  

金融 13000673 苗松昊 石河子大学 81.67  

金融 13000405 田家鑫 北京科技大学 81.42  

金融 13000128 盛亦谦 西南财经大学 81.17  

金融 13000372 马自强 南开大学 81.00  



金融 13000201 姜波 南开大学 80.92  

金融 13000415 李滢琛 合肥工业大学 80.58  

金融 13000285 谢源 中南大学 80.33  

金融 13000519 骆泳岐 重庆大学 80.17  

金融 13000081 季雨夕 哈尔滨工程大学 80.08  

金融 13000437 张嘉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79.08  

金融 13000373 苏子祺 大连理工大学 78.33  

金融 13000350 吕凯静 河北工业大学 78.00  

金融 13000937 曹雅宁 华东师范大学 77.08  

金融 13001139 王笛合 厦门大学 76.83  

金融 13000888 刘沛 上海财经大学 74.42  

保险学 13001049 周旭瑶 南昌大学 84.25  

保险学 13000430 罗雪琴 四川农业大学 83.25  

保险学 13000531 王雪 山东大学 82.50  

精算学 13000846 吕璇 四川大学 85.25  

精算学 13001014 高子瞻 山东大学 84.25  

保险 13000517 刘东钰 重庆大学 79.75  

保险 13000214 沈怡 东南大学 79.50  

保险 13000593 王哲尔 四川农业大学 79.25  

保险 13000730 刘心悦 西南财经大学 78.75  

保险 13001087 钱镜羽 西南财经大学 78.50  

保险 13000614 王瑾 辽宁大学 77.50  

保险 13000409 李子懿 哈尔滨工程大学 77.00  

保险 13000509 吴悦鑫 中南大学 76.75  

保险 13000406 展园园 河北工业大学 75.50  

保险 13000795 黄礼晨 西南财经大学 73.50  

保险 13001033 陈曦 辽宁大学 73.00  

保险 13001021 李欣洁 中央财经大学 72.75  

保险 13000863 赵敏煊 西南财经大学 7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