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学 13000036 孙雪袁 天津大学
金融学 13000038 周启璇 天津大学
金融学 13000057 李茂林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学 13000058 黄泽宇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学 13000071 林听 厦门大学
金融学 13000087 王智睿 武汉大学
金融学 13000102 杨雅涵 中南大学
金融学 13000208 董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 13000217 孔令卯 暨南大学
金融学 13000268 冯云 中山大学
金融学 13000272 尹昊 山东大学
金融学 13000279 孙辰昊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0280 王亦琛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0307 胡慧娟子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 13000313 何思序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0338 骆欣然 吉林大学
金融学 13000355 王学娟 山东大学
金融学 13000387 杜禹 重庆大学
金融学 13000427 苑秉纪 上海大学
金融学 13000462 任棋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 13000470 乔浩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0545 刘新宇 山东大学
金融学 13000594 张聆漪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0604 邵怡煖 厦门大学
金融学 13000613 孙琪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0615 丁雪晴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0616 闫泽一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0642 王悦人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0645 徐谨智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0655 温丹 武汉大学
金融学 13000658 钟懿文 湖南大学
金融学 13000713 王奕淳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金融学 13000733 杨睿 山东大学
金融学 13000744 张涵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学 13000749 刘琪 北京理工大学
金融学 13000757 赵婉赟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0776 王舒奇 山东大学
金融学 13000787 刘思怡 湖南大学
金融学 13000795 李泳珺 华南理工大学
金融学 13000875 周杰怡 暨南大学
金融学 13000963 王润东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1027 蒋承润 天津大学
金融学 13001052 王梦媛 天津大学
金融学 13001062 张思远 兰州大学
金融学 13001076 方子睿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1081 陈鹏翔 四川大学
金融学 13001095 黄杨 苏州大学
金融学 13001130 张子瑞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1132 于思佳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1154 揭鸿喜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1155 张博文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1174 张广生 山东大学
金融学 13001189 栾丽媛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1193 张涤霏 北京工业大学
金融学 13001208 李晓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 13001218 李欣怿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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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学 13001247 唐赫 四川大学
金融学 13001250 皮蕙菡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 13001309 何一帆 南开大学
金融学 13001317 谷春晖 南开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114 张海婷 重庆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123 冷辰茜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125 郜浩然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245 姜浩博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258 周晏伊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555 黄双晖 中山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617 石欣鑫 南开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639 陈小琪 南开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937 蒋坤燚 南开大学
金融工程 13000941 陈燕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工程 13001005 王彦昭 郑州大学
金融工程 13001262 张圣 南开大学
保险学 13000086 梁渝 武汉大学
保险学 13000162 王虹霄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保险学 13000349 陈雅诗 山东大学
保险学 13000350 王菲 山东大学
保险学 13000607 刘一航 南开大学
保险学 13000623 刘吉祥 郑州大学
保险学 13000666 庄奕航 四川大学
保险学 13000699 刘依煌 西北大学
保险学 13000816 李雨琦 北京林业大学
保险学 13000902 陈祥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保险学 13000951 刘晨钰 河北工业大学
保险学 13001109 徐千睿 四川农业大学
精算学 13000202 赵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精算学 13000457 王雨诗 华中师范大学
精算学 13000753 车俊彦 南开大学
精算学 13000755 刘建新 南开大学
精算学 13000769 徐新亚 南开大学
精算学 13001057 庄源 西南财经大学
精算学 13001086 施鑫焘 兰州大学
精算学 13001135 李岳泽 武汉大学
精算学 13001167 陈嘉宁 南开大学
精算学 13001285 郭悦瞻 四川农业大学
金融 13000001 王天放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002 陈裕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005 何恢同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012 李天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21 杨佳骏 中央民族大学
金融 13000023 池靖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 13000027 牛梓蓉 中国农业大学
金融 13000029 俄美合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 13000032 朱雪琦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33 邓浩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34 冯雪乔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035 王芙芯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039 林泽健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043 何佳潞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047 李琳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049 谢子怡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052 邓烨琳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059 王建行 南京大学
金融 13000061 王化瑾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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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13000062 高诗凝 东南大学
金融 13000064 田贝尔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065 李融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072 李辰熠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073 吕金泽 山东大学
金融 13000075 吴梦雪 山东大学
金融 13000092 梁秋芸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094 韩烨蕾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095 郭菁雯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096 蒋兰心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104 龚柳柳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0115 曾怡婷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0116 胡昊轩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0117 刘露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127 姜坤宇 电子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132 赵亚东 兰州大学
金融 13000134 王欣宇 兰州大学
金融 13000135 刘纪兰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136 毛新龙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139 刘思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 13000141 曹乃璇 中国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153 王浩光 北京邮电大学
金融 13000207 唐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210 张尔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212 刘小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215 黄雯瑜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0224 李优悠 海南大学
金融 13000230 姜彦婷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232 王启明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234 卢赟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235 翟乃璇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239 辛宜骁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251 姜锐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262 闫一诺 西北大学
金融 13000266 王瑞达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274 吴伟晔 苏州大学
金融 13000282 李雅婕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292 黄璞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323 李逸晨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25 陶雨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26 刘颖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28 杨谨萌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29 杨宇静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363 盛婕 东北大学
金融 13000371 郭嘉凝 武汉大学
金融 13000376 宋瑜超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384 彭周欣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0385 李梦阳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0389 郭凯婧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0397 倪雪雨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402 曹梦瑶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406 冀辰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 13000407 张雪莹 中国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409 李佳鹏 北京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437 蒋雨昊 苏州大学
金融 13000438 刘睿琦 苏州大学
金融 13000449 汤少玮 合肥工业大学



申请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 13000453 汪致远 武汉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458 郝佳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459 万钰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460 熊梓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471 蔡淑彤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502 贾彦杰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517 傅朋雪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519 顾淳晖 兰州大学
金融 13000521 付鑫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522 陈婧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523 杜一泓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524 赵晓琦 东北大学
金融 13000535 刘建喆 北京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539 朱晓婧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547 陈凯 山东大学
金融 13000549 杨豪宇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560 郭润凡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571 王子曦 辽宁大学
金融 13000574 蔡顾檀 南京师范大学
金融 13000586 廖宇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587 梁彦希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0608 魏宇新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10 刘家豪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11 张志辉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12 王心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18 刘杨婧卓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19 王杉竹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26 白佳璐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28 孙婧瑶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32 王珞馨 中央民族大学
金融 13000635 张波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36 刘姝宏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37 洪文浩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38 王晓康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40 姜安然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41 拓潇雅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43 赵葳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44 刘正熙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47 李正杰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650 王雨竹 同济大学
金融 13000651 张国庆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652 李晨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670 丁舒洋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671 卞兆宇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673 许焕扬 北京工业大学
金融 13000693 杨涛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0701 杨美伦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702 王彦哲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709 张思华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0712 郑立明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0715 赵吴阳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金融 13000737 彭盛发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740 翁凡雁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743 徐伊涵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0745 朱姝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 13000747 魏欣宇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754 陈家琦 南开大学



申请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 13000758 牟香金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759 李恺欣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760 孙劲腾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773 张宸邦 东南大学
金融 13000782 韦咏曦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789 陈圆润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0790 李妍霓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0791 郑婉晶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0801 金璐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803 秦文硕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846 焦奥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 13000866 任一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874 王建和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0890 李北玉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891 赵捷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897 陈瑞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916 李芊芊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936 郭子豪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938 刘雪 辽宁大学
金融 13000945 易美涵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949 冯时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955 刘胜清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964 董谢忱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965 郑迪亚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966 王天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969 文诗博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974 雷啸宇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0978 宫嘉豪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979 杨奕伟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987 方星杰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994 韩辞 辽宁大学
金融 13001022 陈明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1025 宋涵 中国农业大学
金融 13001040 张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046 李梦乔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047 黄宿虎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053 胡塬炜 苏州大学
金融 13001071 杨沁容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 13001072 张佳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073 晋乐心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074 徐诺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075 刘羽旋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1078 陈安可 中国海洋大学
金融 13001079 薛涵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1105 朱晓晨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金融 13001121 孙习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1126 何卓扬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 13001131 朱奕锴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33 于美琪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1136 罗心钰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 13001138 王一旭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1144 王宇桐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1152 梅文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1162 孙丽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1163 孙倩澜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65 伍欣欣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66 程泽惠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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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13001168 汪洋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69 陈沛阳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77 辛怡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1179 阳雅婷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1180 李蔓莎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1181 唐郭梦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1187 王铭洁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188 林紫依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192 周鹤罡 北京交通大学
金融 13001204 赵璇 合肥工业大学
金融 13001205 罗星宇 南昌大学
金融 13001219 隋佳航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 13001234 王宛莹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35 史书涵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38 赵宇童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 13001239 张国良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43 石乾杰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49 巴英龙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261 宋杰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64 闫淼森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65 樊依鹭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74 曾佳敏 上海大学
金融 13001292 怡丹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1299 陈国梁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 13001302 陈语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 13001303 张英汉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306 陈昕萌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308 赵嘉威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1311 李书宁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312 韩昕妤 吉林大学
保险 13000078 王曼君 山东大学
保险 13000168 张志瑞 辽宁大学
保险 13000174 吴喻雪晴 东北农业大学
保险 13000187 熊天诚 苏州大学
保险 13000190 张严文 苏州大学
保险 13000233 张淼淼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252 谢清瑶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267 施书炜 厦门大学
保险 13000324 马斓轩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341 杜静怡 吉林大学
保险 13000366 胡珺 中国海洋大学
保险 13000417 高莹 河北工业大学
保险 13000474 张文欣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480 刘海科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481 黄琬芩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490 宋晓彤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532 严佳仪 华东理工大学
保险 13000536 黄春玲 中国农业大学
保险 13000537 李静 中国农业大学
保险 13000546 谢琪娜 山东大学
保险 13000551 闫新洁 湖南大学
保险 13000552 杨淑云 湖南大学
保险 13000563 梁琦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保险 13000567 倪宇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 13000606 李诗雨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614 张雅馨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620 姜心怡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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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13000621 郝恩智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624 刘瑾怡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627 梁靖晨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634 岳梦雅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648 周搏成 吉林大学
保险 13000698 张欣妍 西北大学
保险 13000727 张丽萍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729 党雯锐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756 任文烨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777 郭慧 山东大学
保险 13000778 项楠 山东大学
保险 13000838 周宇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 13000853 刘源一 南京理工大学
保险 13000882 陈思 四川农业大学
保险 13000899 黄昕雨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906 吴霜 武汉理工大学
保险 13000935 付旭阳 南开大学
保险 13000946 阎文溯 中央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948 朱人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 13000988 解靖怡 中央财经大学
保险 13000996 贾云鹤 哈尔滨工程大学
保险 13001009 陈梦佳 四川农业大学
保险 13001010 陈秋悦 四川农业大学
保险 13001013 许佳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1063 武奕文 暨南大学
保险 13001137 周芷珺 四川大学
保险 13001148 焦西凡 东北师范大学
保险 13001194 董兆雷 河北工业大学
保险 13001199 金千十 辽宁大学
保险 13001207 王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 13001209 张译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 13001241 肖璧微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13001266 李海 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