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通过夏令营选拔外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候选人名单 

  

根据学员在夏令营的综合表现，按照面试成绩排名，择优确定获得我院 2021 年外

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候选人资格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1 杨乐瑶 暨南大学 经济学（投资经济方向） 86.94 国民经济学 

2 孙心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90.69 财政学 

3 徐贻帆 山东大学 财政学 86.86 财政学 

4 王怡晨 山东大学 金融学（中澳合作办学） 92.7 房地产经济学 

5 江乐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87.19 税收学 

6 李美璇 海南大学 金融学 80.51 投资经济 

7 于侍文 中央财经大学 税收学 91.67 税务硕士 

8 陈心怡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9.18 税务硕士 

9 张华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87.62 税务硕士 

10 张浩宇 湖南大学 财政学 86.7 税务硕士 

11 郭野也 中南大学 会计 86.47 税务硕士 

12 曹文轩 湖南大学 财务管理 86.17 税务硕士 

13 宋亚楠 吉林大学 财政学 85.45 税务硕士 

14 谢烨妍 厦门大学 税收学 85.43 税务硕士 

15 徐薇 江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84.85 税务硕士 

16 张蘅 吉林大学 财政学 84.76 税务硕士 

17 钟行坤 山东大学 财政学 84.69 税务硕士 

18 王子璇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英语强化） 84.66 税务硕士 



19 蒋金洁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83.77 税务硕士 

20 王瑶 江南大学 会计学 83.76 税务硕士 

21 刘文丹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3.61 税务硕士 

22 潘永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会计学 83.02 税务硕士 

23 胡丽萍 东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2.96 税务硕士 

24 汪李冰 四川大学 财政学 82.57 税务硕士 

25 杜雨烟 河北工业大学 会计学 82.38 税务硕士 

26 卢锦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税收学 82.26 税务硕士 

27 张又仁 西安交通大学 财政学（税务方向） 82.2 税务硕士 

28 田景莹 厦门大学 金融 93.28 资产评估硕士 

29 李翔泳 重庆大学 财务管理 90.26 资产评估硕士 

30 李梦真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法学双学位班 90.09 资产评估硕士 

31 孙婉琪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89.72 资产评估硕士 

32 张洁 山东大学 会计学 89.05 资产评估硕士 

33 贺才真 华南师范大学 金融学 88.85 资产评估硕士 

34 陈欣媛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 87.8 资产评估硕士 

35 胡月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86.87 资产评估硕士 

36 曹紫茵 暨南大学 经济学专业（投资经济） 86.32 资产评估硕士 

37 吴子倩 厦门大学 主修物理 辅修金融 86.14 资产评估硕士 

38 张海姣 山东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5.54 资产评估硕士 

39 张苑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5.34 资产评估硕士 

40 刘佳 山西财经大学 资产评估 85.34 资产评估硕士 

41 高逢洲 山东大学 会计学 85.25 资产评估硕士 



42 徐淑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5.08 资产评估硕士 

43 夏之绚 吉林大学 金融学 85.04 资产评估硕士 

44 白耀文 南开大学 日语（双修财务管理） 84.98 资产评估硕士 

45 吕悦 吉林大学 经济学基地班 84.9 资产评估硕士 

46 薛园媛 西南财经大学 投资学 84.79 资产评估硕士 

47 张胜钊 兰州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4.37 资产评估硕士 

48 鲍伟 中央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84.23 资产评估硕士 

49 李路杨 中国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82.42 行政管理 

50 王文静 山东大学 行政管理 79.39 行政管理 

51 王雪 华东理工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82.5 社会保障 

52 雷馨怡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统计学 79.79 社会保障 

53 牛一凡 山东大学 行政管理 84.94 公共政策 

54 张锺民 江南大学 工商管理 82.23 公共政策 

55 沙桀民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82.14 公共政策 

56 孙裕炫 华南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82.06 政府预算管理 

57 景司琳 湖南大学 会计学 79.08 政府预算管理 

获得候选人后备资格的学生名单及候补排序如下：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排序 申请专业 

范延路 重庆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3 1 国民经济学 

张毅松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77.57 1 财政学 

苏宇欣 华东师范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82.4 1 房地产经济学 

孙思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81.94 1 税收学 

周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投资学 79.14 1 投资经济 

熊妮 兰州大学 会计学（基地班） 78.67 2 投资经济 



沈芷枫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2.07 1 税务硕士 

张华 华中师范大学 财务会计教育 81.56 2 税务硕士 

崔颖 厦门大学 税收学 81.21 3 税务硕士 

章翎茜 江西财经大学 税收学 81.02 4 税务硕士 

李婧 中山大学 金融学 80.88 5 税务硕士 

王思懿 厦门大学 税收学 80.49 6 税务硕士 

蒋文慧 湖南大学 会计学 79.27 7 税务硕士 

曾琢 重庆大学 会计学 ACCA 方向 79.14 8 税务硕士 

孟婷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学 78.75 9 税务硕士 

赵君巧 苏州大学 财政学 78.36 10 税务硕士 

曾恬 厦门大学 财政学 78.25 11 税务硕士 

田森 北京理工大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78.13 12 税务硕士 

尹曼青 山东大学 会计学 77.84 13 税务硕士 

曾灼 武汉大学 工程管理 84.11 1 资产评估硕士 

李明昂 中南大学 财务管理 83.62 2 资产评估硕士 

古家乐 河海大学 财务管理 83.61 3 资产评估硕士 

章青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造价 83.5 4 资产评估硕士 

高瑾昕 山东大学 金融学 83.17 5 资产评估硕士 

吴磊 山东大学 金融学 83.14 6 资产评估硕士 

吴闽蓉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创新实验班（数理经济方向） 82.62 7 资产评估硕士 

丁钰 东南大学 金融学 82.49 8 资产评估硕士 

钟文婕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82.41 9 资产评估硕士 

唐颖 厦门大学 金融学 80.58 10 资产评估硕士 

钟凯悦 东北财经大学 资产评估 80.21 11 资产评估硕士 

陆展涛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财务管理方向） 79.95 12 资产评估硕士 

李想 华东理工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76.34 1 行政管理 

陈镒丹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77.94 1 社会保障 

李红晖 中央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78.54 1 公共政策 

孙琪梦 武汉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8.46 1 政府预算管理 



注意事项：  

1、所有推荐免试候选人（含本校和外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均须符合《上海财经大学接收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校发（2018）32号）相关规定及我院

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自定条件，获得本科所在学校正式推荐免试资格，方可

成为我院正式的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我校将在 9月对推荐免试候选人前六个学期的学习成绩或

综合测评成绩排名正式证明等材料进行审核，不符合相关规定者将取消候选人资格。 

 

2、我院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尚未确定，如因各专业招生计划调整或校内推免录取名

额未完成等使得推免生招生计划增加，通过夏令营选拔推免生候选人名额也将同步调整。 

 

3、获得候选人后备资格的学生只有在所申请专业的候选人主动放弃或未达到注意事项 1要

求或招生计划调整情况下，方有机会按照复试成绩排序依次进行增补。 

 

4、成为我院正式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推免候选人，需在规定时间登陆教育部“推免服务系

统”(http://yz.chsi.com.cn/tm/)，在系统中报考我校，并确认我校复试及录取通知；在规定时

间未填报的学生，将视为放弃候选人资格。具体请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的后续通知。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年  7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