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学院 2020 夏令营优秀营员名单 

申请专业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考核成绩 

金融学 13000466 齐卓媛 南开大学 95.67  

金融学 13000267 李同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95.67  

金融学 13000017 李怡华 南开大学 95.33  

金融学 13000015 马公让 南开大学 95.00  

金融学 13000022 刘子瑜 南开大学 95.00  

金融学 13000833 王春楠 南开大学 94.33  

金融学 13000891 龚教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4.33  

金融学 13000235 张皓辰 中央财经大学 94.00  

金融学 13000800 陈炳宏 南开大学 93.67  

金融学 13000767 李梦桐 吉林大学 93.33  

金融学 13000370 郭雅文 南开大学 93.33  

金融学 13000467 阮梦瑜 南开大学 93.33  

金融学 13000819 范师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3.00  

金融学 13000153 付奇隆 南开大学 92.67  

金融学 13000024 喻瑶 南开大学 92.67  

金融学 13000354 梁曦文 南昌大学 92.33  

金融学 13000802 叶振宇 南开大学 92.33  

金融学 13000273 曹雲翔 南开大学 92.00  

金融学 13000697 王乐怡 山东大学 91.67  

金融学 13000832 王圆 南开大学 91.33  

金融学 13000917 王鹤然 南开大学 91.33  

金融学 13000074 张济雪 南开大学 91.00  

金融学 13000969 刘昊昂 四川大学 91.00  

金融学 13000196 秦溪遥 北京理工大学 90.67  

金融学 13000243 许雅淞 苏州大学 90.00  

金融学 13000469 沈欣燕 南开大学 90.00  

金融学 13000922 陈宇轩 南开大学 90.00  

金融学 13000290 刘潋 北京邮电大学 89.67  

金融学 13000537 李炳超 山东大学 89.67  

金融学 13000873 王钰琪 北京师范大学 89.67  

金融工程 13000706 张家玮 南开大学 94.67  

金融工程 13000051 连泓杰 湖南大学 92.67  

金融工程 13000649 周易 中国政法大学 91.33  

金融工程 13001077 马广泽 西南财经大学 90.67  

金融工程 13000371 李嘉轩 南开大学 90.67  

金融工程 13000932 白易凡 天津大学 90.00  

金融 13000768 朱林染 华东师范大学 92.50  

金融 13000390 王雨晴 中国海洋大学 92.17  

金融 13000905 陈希佳 中国人民大学 91.67  

金融 13001103 杨宇轩 苏州大学 90.75  

金融 13000996 程珂昕 南开大学 89.83  

金融 13000398 田景莹 厦门大学 89.75  



金融 13000036 李飞丹 东南大学 89.67  

金融 13000681 王泽洋 天津大学 89.67  

金融 13000368 李雨容 南开大学 89.42  

金融 13000408 谭学通 辽宁大学 89.42  

金融 13000997 姚文韬 南开大学 89.42  

金融 13001078 陈培星 西南财经大学 89.42  

金融 13000677 佘怡漫 中国人民大学 89.33  

金融 13000680 李效晟 南开大学 89.33  

金融 13001134 曹文轩 湖南大学 89.33  

金融 13000790 张晓彤 西南财经大学 89.17  

金融 13000847 康蓝月 四川大学 89.00  

金融 13000622 赵屹 南开大学 88.92  

金融 13000543 沈舒洁 中央财经大学 88.75  

金融 13000916 朱天霞 南开大学 88.75  

金融 13000647 詹承燕 四川大学 88.67  

金融 13000714 易逸 南京大学 88.67  

金融 13000837 罗苏峰 武汉大学 88.67  

金融 13000476 罗善媛 哈尔滨工业大学 88.58  

金融 13000193 董晨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8.50  

金融 13000021 赵兴佳男 南开大学 88.50  

金融 13000066 张炳乾 电子科技大学 88.50  

金融 13000798 李一兵 南开大学 88.50  

金融 13000423 罗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8.42  

金融 13000678 马敏 南开大学 88.42  

金融 13000454 胡又琳 北京理工大学 88.33  

金融 13000493 张雪菲 武汉大学 88.08  

金融 13000711 佟浩楠 天津大学 88.00  

金融 13000165 展蓉 兰州大学 87.92  

金融 13000351 刘静然 上海财经大学 87.92  

金融 13000492 季文宣 武汉大学 87.75  

金融 13000732 叶振林 西南财经大学 87.75  

金融 13000613 何代弟 辽宁大学 87.67  

金融 13000857 欧阳芷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7.67  

金融 13000147 张博驰 南开大学 87.42  

金融 13000208 冯婧雯 天津大学 87.42  

金融 13000930 刘红琨 吉林大学 87.33  

金融 13000340 刘小钰 南开大学 87.33  

金融 13000479 闫玥名 南京大学 87.33  

金融 13000080 郭露露 哈尔滨工程大学 87.25  

金融 13000293 张茜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 87.17  

金融 13000018 李晓豪 南开大学 87.17  

金融 13000149 张仕超 南开大学 87.08  

金融 13000970 余汶函 四川大学 87.00  

金融 13000205 孙欣然 南开大学 86.92  

金融 13000995 杨姗 南开大学 86.92  



金融 13000438 刘欣懿 中国人民大学 86.83  

金融 13000764 张珞珈 南开大学 86.67  

金融 13000906 李宏岩 清华大学 86.67  

金融 13000967 田宇 重庆大学 86.67  

金融 13001003 陈沛琪 厦门大学 86.67  

金融 13001044 王睿鑫 上海财经大学 86.58  

金融 13000023 田健男 南开大学 86.58  

金融 13001124 罗兰蕙 北京理工大学 86.58  

金融 13000813 刘洁 中国政法大学 86.50  

金融 13000914 刘雅楠 北京师范大学 86.50  

金融 13000040 刘禹嫣 厦门大学 86.42  

金融 13000311 贺宇畅 东北大学 86.33  

金融 13000676 冯凡 中央民族大学 86.33  

金融 13000367 王文哲 南开大学 86.25  

金融 13000399 吕莹洁 中央财经大学 86.17  

金融 13000113 范财华 暨南大学 86.17  

金融 13000320 陈卓然 中山大学 86.08  

金融 13000884 王颖峰 北京交通大学 86.08  

金融 13000750 姜佳玉 上海大学 86.00  

金融 13000759 黄凌豪 南开大学 86.00  

金融 13000823 梁旭峰 西南财经大学 86.00  

金融 13000877 罗蔓 南开大学 86.00  

金融 13000878 康婷 天津大学 86.00  

金融 13000465 高博禹 南开大学 86.00  

金融 13000897 周韵文 天津大学 85.83  

金融 13000158 李皓宇 华中科技大学 85.75  

金融 13000377 冯子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 85.58  

金融 13000013 李冠霆 南开大学 85.50  

金融 13000723 党茜 西安交通大学 85.33  

金融 13000775 何心怡 中山大学 85.33  

金融 13000009 王单益 北京师范大学 85.33  

金融 13000060 刘鉴锋 湖南大学 85.08  

金融 13000144 周逸群 哈尔滨工业大学 85.08  

金融 13000244 胡迈文 南京理工大学 85.00  

金融 13000623 陈浩源 南开大学 85.00  

金融 13000030 夏之绚 吉林大学 84.92  

金融 13000056 齐心蕊 湖南大学 84.92  

金融 13000230 杨萌迪 厦门大学 84.83  

金融 13000346 蔡悦盈 哈尔滨工业大学 84.83  

金融 13000625 刘盈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4.75  

金融 13000761 梁爽 南开大学 84.67  

保险学 13000559 金建崇 东北师范大学 92.25  

保险学 13000820 聂鑫淼 西南财经大学 91.50  

保险学 13000534 刘宇 山东大学 89.25  

保险学 13000869 张箬菡 西北大学 88.75  



保险学 13000082 李春秀 东北农业大学 88.50  

保险学 13000256 夏瑜燭 四川农业大学 87.75  

精算学 13000471 江璐嘉 南开大学 92.50  

精算学 13000874 张文珺 南开大学 92.50  

精算学 13000236 闫诗琪 中央财经大学 92.25  

精算学 13000186 鲁宇凡 西南财经大学 91.75  

精算学 13000921 胡欣然 南开大学 91.00  

保险 13001125 王赫非 南开大学 94.50  

保险 13000078 肖宇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93.75  

保险 13000187 徐翰伟 西南财经大学 93.75  

保险 13000530 邵小芙 山东大学 93.25  

保险 13000203 王寅冬 南开大学 92.75  

保险 13000872 蔡燕 中国人民大学 92.50  

保险 13000463 韦凯烨 南开大学 92.00  

保险 13000875 陈潞郁 南开大学 92.00  

保险 13000258 林萌 西南财经大学 91.75  

保险 13000343 焦雨欣 南开大学 91.75  

保险 13000298 廖琛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1.50  

保险 13000456 魏雪宁 中国农业大学 91.50  

保险 13000204 郭子迈 南开大学 91.25  

保险 13000758 张玲 南开大学 91.25  

保险 13000191 畅书瑶 西北大学 91.00  

保险 13000378 张斯然 东南大学 90.75  

保险 13000815 山雨菲 辽宁大学 90.75  

保险 13000657 鲁婧语 南京理工大学 90.50  

保险 13001082 唐小涵 西南财经大学 90.25  

保险 13000088 陈依萌 河海大学 89.75  

保险 13000252 刘秋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9.75  

保险 13000259 王玉 西南财经大学 89.00  

保险 13000817 吴晶莹 南昌大学 89.00  

保险 13000342 宋宇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88.75  

保险 13001080 郭炀炀 西南财经大学 87.75  

保险 13000412 杨筱丽 苏州大学 87.25  

保险 13001032 白照君 河北工业大学 87.00  

保险 13000431 邓柳玉 西南财经大学 83.50  

保险 13000146 蔡明睿 南开大学 82.50  

保险 13000669 王中行 西南财经大学 82.00  

保险 13000123 陈思颖 西南财经大学 80.50  

保险 13000865 易芳 西南财经大学 8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