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学院2022年优秀大学生夏令营 入营名单
专业 研究方向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005 刘霄枭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028 沈启立 同济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050 秦嘉宁 中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066 李沁原 西安交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067 管烨萱 西北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098 孙震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099 陈家庚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136 李星蓝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227 赵东豪 郑州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256 郭奕洋 湖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270 张芸汀 厦门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279 黄凯文 西南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302 李坤浩 东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304 万雨昕 武汉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307 丁一兵 山东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319 罗雨骁 四川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350 邵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386 陈亦凡 中国农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448 辛丽颖 东北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555 武晨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606 张一帆 湖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632 王一萌 吉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647 章艺乘 苏州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683 王艺晓 东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685 黄睿 同济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722 华玉婷 中国海洋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737 龙垣桥 四川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739 马滢珊 四川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741 吴彦琦 兰州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773 郭艺欣 东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796 陈景盈 武汉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815 卢洁艺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836 黄亚琳 大连海事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871 方婧玙 北京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888 赵鑫浩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0890 符丁升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055 杨旭旭 西南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134 戴依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160 王炳懿 中央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170 赵芷萱 中国矿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183 代雨桐 暨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248 王鹏搏 吉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258 常若男 西安交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263 梅馨予 北京交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265 王怡秋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001307 王美琪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127 张莉莉 东北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305 郑方雨 山东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346 程志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354 何可欣 郑州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359 殷洁洋 山东大学



专业 研究方向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469 孙玉迪 东北农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628 迟美楠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694 唐悦 西南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805 方佳贝 东北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0942 韩赢 武汉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1057 张思敏 西南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1179 焦晓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1182 袁睦淇 湖南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保险学 13001223 杨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215 牛艺潼 东华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220 宋炫樟 西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246 杨颖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412 周北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520 顾雨星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557 张祖一 天津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613 伍也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904 韩思颖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0971 聂炜欣 北京邮电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1142 欧阳珊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1169 张弘毅 上海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1230 史江楠 华中科技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1249 王雨芃 哈尔滨工业大学
应用经济学 金融工程 13001344 李紫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248 蔡坪杉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280 韩晓庆 西南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540 朱韵 中国海洋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551 张留磊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552 周峥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627 郑季函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669 肖筱睿 西南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676 袁圆 西北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692 王甜雨 电子科技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705 刘凤麟 武汉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0807 羊绍沛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 精算学 13001045 李想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001 文越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 13000006 顾靖坤 清华大学
金融 13000008 胡力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 13000012 董国华 中国农业大学
金融 13000017 李婧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 13000019 胡献孔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036 亓秋月 山东大学
金融 13000038 朱钰 中国海洋大学
金融 13000052 殷嘉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0060 上官文芳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063 刘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065 郝明彪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069 陈泓栎 兰州大学
金融 13000071 宁梦堯 兰州大学
金融 13000074 吴浩辰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077 牛童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086 孙源璐 南开大学



专业 研究方向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 13000087 赵伟儒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89 吴永仪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91 纪杰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92 李韦祎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94 徐静雯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96 钟俊森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097 侯冰清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107 段尘溪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117 康欣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融 13000126 邹淼哲 东北师范大学
金融 13000137 张薪志 南京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138 施磊 中国矿业大学
金融 13000142 张桐 南京农业大学
金融 13000143 吴丽君 安徽大学
金融 13000145 张晓 武汉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177 冯佳彤 西北大学
金融 13000202 马艺宁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209 王歆媛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212 方竹韵 西北工业大学
金融 13000213 陈珂儿 中央民族大学
金融 13000216 王歆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 13000229 汪松 郑州大学
金融 13000236 陶媛 东华大学
金融 13000251 李蔚然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252 杨月 东北大学
金融 13000253 顾香 复旦大学
金融 13000262 曹景轩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0271 李芳怡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289 李佳润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290 张一卓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293 罗玉格 中国农业大学
金融 13000294 赵睿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295 宗子睿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296 陈子扬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297 白一明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299 张文豪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01 吴帆 东南大学
金融 13000309 张锶瑶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0315 李骏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318 李思娴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321 李婧贤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326 孙周怿 上海大学
金融 13000334 欧阳含依 广西大学
金融 13000366 李晓明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0377 李顺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79 张令昊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391 郑超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93 唐一宁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94 邹子卓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96 刘景林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98 马晗菲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399 姚倩泓 南开大学



专业 研究方向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 13000400 唐庆钊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401 董姝霖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405 吉宇静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408 王瑞新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410 李青青 东南大学
金融 13000411 朱星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融 13000413 白满谕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融 13000425 何艺彤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0430 向昱桔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0434 弋芝晗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435 范怡然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436 曹雅钧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437 刘静蕾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447 高昊佳 山东大学
金融 13000452 贾晓彤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457 刘佳文 中国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460 刘姝辰 北京化工大学
金融 13000464 高小梅 辽宁大学
金融 13000466 蒋力柔 大连海事大学
金融 13000478 杨鹏 合肥工业大学
金融 13000488 朱芸菲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0503 王心怡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511 林雪丽 西南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518 赵佩翌 电子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522 刘宇航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532 薛皓元 哈尔滨工程大学
金融 13000537 郑官颜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556 李明治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560 寇惠娟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569 向盼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0590 林玉洁 海南大学
金融 13000593 范心怡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599 崔艺凡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02 张祉晗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09 田鹏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623 闫玉娜 清华大学
金融 13000626 赵奕然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29 王润竹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30 赵欣驿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31 池家欣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650 陶雅博 河海大学
金融 13000655 林彤 福州大学
金融 13000668 罗康熙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678 田旭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 13000679 赵星源 清华大学
金融 13000680 胡雨昕 清华大学
金融 13000682 何雨晴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686 马芳芳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 13000695 李伟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697 陈敏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698 俞欢洋 苏州大学
金融 13000706 王卓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专业 研究方向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 13000708 谢雨萱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711 王浩然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715 余波 吉林大学
金融 13000716 戴麟沣 同济大学
金融 13000725 刘一诺 武汉大学
金融 13000734 周静知 重庆大学
金融 13000740 王俊杰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744 邹新驰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746 沈广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 13000749 张吉宸 北京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757 乐慧颖 南昌大学
金融 13000760 闻永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0788 万翎依 中山大学
金融 13000799 孟雨阳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 13000800 吴怡 中国海洋大学
金融 13000808 王榛 北京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809 刘妙然 北京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811 曾楷尧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13 王岩松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16 奚溪 东北大学
金融 13000823 李秋燕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824 苏宇晨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825 侯佩瑶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830 肇梓怡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833 李勃萱 北京邮电大学
金融 13000851 侯雨辰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0876 洛娜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77 周欻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79 亢馨仪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81 吴吉颖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82 韩佳凌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84 乔子洋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85 王熙睿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86 成芳瑶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87 涂思成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89 李蕊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0892 耿雪晨 天津大学
金融 13000897 陈诗影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905 莫开寒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融 13000908 李杏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 13000917 罗依雯 中南大学
金融 13000920 刘雨佳 华南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921 吴颖欣 华南理工大学
金融 13000932 肖梓婷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0937 李雨奎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0938 谷魏邦 武汉大学
金融 13000946 周冠辰 山东大学
金融 13000949 梁朝越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955 杨子欣 厦门大学
金融 13000960 王枝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 13000962 王彦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 13000967 王毓嵘 北京交通大学



专业 研究方向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金融 13000973 王钰婷 北京林业大学
金融 13000976 吴欣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金融 13001035 张凯凌云 西南大学
金融 13001084 胡梓琳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093 田政泽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1097 亢艺璇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118 吴坤玲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19 李文潇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21 周小小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126 车诗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1130 李梓瑜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135 林庄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37 许澎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38 戴昕玥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39 胡嘉仪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152 童婧曦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 13001158 刘亦金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 13001161 黄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 13001177 庹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 13001188 古典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13001197 卢俊宁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融 13001203 许新塬 贵州大学
金融 13001211 肖航 四川大学
金融 13001228 赵修民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 13001250 白玉晗 哈尔滨工业大学
金融 13001251 朱顺凯 南开大学
金融 13001254 戴嘉佑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1255 陈书怀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1256 沙梦晴 湖南大学
金融 13001264 万宜嘉 北京工业大学
金融 13001270 周媛媛 华东理工大学
金融 13001304 李明 中央民族大学
金融 13001323 付麒力 暨南大学
金融 13001362 刘可鑫 石河子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002 于淼 中国人民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015 王雯静 中国农业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064 陈丽芝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160 吴昱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222 聂亚军 郑州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226 冯佳琪 郑州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249 孙蔚轩 南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298 刘宇博 南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397 郭垚森 南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407 陈韵竹 吉林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453 邓启鑫 中央财经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499 张子玥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604 殷楷博 湖南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634 尹家腾 中国海洋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641 施若楠 四川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666 龚昕睿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709 曹晨龙 南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721 韩佳琦 山东大学



专业 研究方向 报名号 姓名 本科院校
保险 精算 13000727 王昱锟 湖南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812 吴雨洛 南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863 冯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878 赵笑薇 南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880 郑欢 南开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940 段紫霞 武汉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0945 于宁忆 中国海洋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1001 赵泽莉 南昌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1020 梁玉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 精算 13001046 刘庆晓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108 刘祎 中央财经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118 范雨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保险 保险 13000123 孙一鸣 辽宁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128 李金彤 东北农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132 王钰 东北林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179 邓灵毓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214 王一杨 东北师范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221 黄欣 广西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247 苏雯 南开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274 王小萱 河北工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395 姚斌 南开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422 何乔楠 湖南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442 王寒蕾 中国海洋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472 钟佳欣 南京理工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480 王红玮 南昌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508 黄馨粲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00 胡锦明 南开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10 康赫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22 海凡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43 庄子豪 北京交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48 赵培培 河海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54 钱黄润玉 安徽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59 屈林婧 武汉理工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681 谷尧昕 南开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751 巩在翔 哈尔滨工程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762 黄民瑶 四川农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837 何晨旭 上海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857 魏慕佳 辽宁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944 许世君 中国海洋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961 兴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974 丁燚 北京林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0992 袁子涵 南京理工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038 李茂怡 四川农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042 唐露 四川农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222 董杰 武汉理工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225 陈洁怡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235 邢帅 内蒙古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277 叶子琦 合肥工业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282 陈晓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324 梁紫玉 辽宁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329 王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保险 保险 13001361 钟苗苗 西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