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夏令营入营名单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经过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的全面审查和严格筛选，最

终确定以下同学获得入营资格和候补入营资格，现予以公布。  

获得入营资格的同学请于 2019年 7月 7日（周日）晚上 24:00前及时查收邮件并回执确认，

逾期未确认视为放弃入营资格。 

一、入营名单：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申请专业 

1 张寅 东南大学 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2 王毅航 南开大学 经济学（伯苓班） 国民经济学 

3 王彦滢 河海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民经济学 

4 邹佳君 武汉大学 
公共经济与社会保

障 
国民经济学 

5 王何梦雅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国民经济学 

6 菅壮 武汉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7 杨潇 四川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8 赵蕊 山东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9 张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10 陆泽宇 南开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11 鲁书伶 山东大学 会计学 财政学 

12 尚文杰 山东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13 吴其航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14 陈芷怡 中南大学 财务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15 安茹琪 中国农业大学 金融学 房地产经济学 

16 朱亦璇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17 李博文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税收） 税收学 

18 方润 四川大学 财政学 税收学 

19 刘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税收学 

20 黄颖平 华南理工大学 金融学 投资经济 

21 张一 四川大学 金融学（双语班） 投资经济 

22 郑潇玲 山东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投资经济 

23 赵苓月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 投资经济 

24 冯苗苗 东北大学 金融学 投资经济 

25 李玙璠 武汉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26 闫语 厦门大学 
财政学国际化试点

班 
税务硕士 

27 王文璐 山东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28 韩嘉怡 山东大学 国际商务 税务硕士 

29 蒋宛金 厦门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0 廖浛 重庆大学 财务管理 税务硕士 

31 刘杰民 山东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2 熊涓 东南大学 金融学 税务硕士 

33 尹嘉琪 吉林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4 李金格 山东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5 罗锦雯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税务） 税务硕士 

36 苏宁 中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37 蒋林玉 吉林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8 夏砚雯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39 韩楚雯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40 熊希茜 武汉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41 亓硕 吉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42 王羽雯 西安交通大学 ACCA 税务硕士 

43 苏娣娴 重庆大学 会计（ACCA） 税务硕士 

44 谷岱南 上海理工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45 张带红 山东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46 袁紫夕 东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47 吴浩天 武汉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税务硕士 

48 周佳琦 厦门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49 阚昊鹏 中南大学 消防工程 税务硕士 

50 欧文雅 厦门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51 钟俊杰 厦门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52 王子威 西南财经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53 秦乔旭 暨南大学 金融学 税务硕士 

54 李玥睿 江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55 文恒钰 厦门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56 李艺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57 刘潇 山东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58 王怡妍 山东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59 李柳诗 中国海洋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60 黄江鹏 湖南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61 王鑫 四川大学 会计学（ACCA方向) 资产评估硕士 

62 李嘉胤 吉林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63 李雪晨 山东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64 潘茹欣 华东师范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65 苏琪 湖南大学 会计学（ACCA） 资产评估硕士 

66 刘超颖 四川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67 曾庆珂 中国农业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68 马路欣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资产评估硕士 

69 张嘉丽 中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资产评估硕士 

70 张锦越 四川大学 会计学（ACCA方向） 资产评估硕士 



71 许露文 湖南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72 罗湉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学 资产评估硕士 

73 卢青云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74 曾紫涵 华中科技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75 黄俊 中央民族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76 梁舒培 四川大学 金融学（双语） 资产评估硕士 

77 黄思涵 东南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78 张尤 华中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79 周川琳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80 方垚 兰州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81 李雪虹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资产评估硕士 

82 胡昕钰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83 郭文 湖南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84 周紫琪 山东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85 聂苑 西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86 裴卓童 山东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87 丁子婧 湖南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88 李梦 中国农业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89 杜聿书 东南大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行政管理 

90 锁天泽 广西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 

91 赵志琛 南开大学 旅游管理 行政管理 

92 王艺斌 吉林大学 经济学系 社会保障 

93 高水英 西南财经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

业 
社会保障 

94 朱越 兰州大学 社会学 社会保障 

95 张瑾玥 武汉大学 财政学 公共政策 

96 甄莹莹 中国农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政策 

97 田浩然 四川大学 财政学 公共政策 

98 陈思棋 暨南大学 
经济学（国际化创

新班） 
公共政策 

99 王梓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 公共政策 

100 左正东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 政府预算管理 

 

 二、入营候补名单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申请专业 候补排序 

1 甄彩霞 郑州大学 工商管理 国民经济学 1 

2 王生平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英

语强化） 
国民经济学 2 

3 郭梦涵 中央民族大学 金融 国民经济学 3 

4 程梦瑶 中国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

管理 
国民经济学 4 

5 李金伟 山东大学 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5 



6 付子真 西南大学 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6 

7 张佳洋 郑州大学 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7 

8 韦佳 湖南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1 

9 李润寒 湖南大学 
金融学（金

融工程） 
财政学 2 

10 黄瑾滢 湖南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3 

11 刘安卓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4 

12 王媛 山东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5 

13 陈怡玫 四川大学 
土地资源

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1 

14 李梦阳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实验班） 
房地产经济学 2 

15 杨亚炫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房地产开

发与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3 

16 许琬琳 郑州大学 工程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4 

17 林楹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税收学 税收学 1 

18 李雅洁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学 税收学 2 

19 谢威扬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学 税收学 3 

20 刘梦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财政学 税收学 4 

21 罗亚杰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学 投资经济 1 

22 朱雯琪 西南交通大学 金融学 投资经济 2 

23 吴绍迪 华东理工大学 金融学系 投资经济 3 

24 吴依璇 北京师范大学 金融系 投资经济 4 

25 陈宇婕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1 

26 王群方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2 

27 吕宁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 

28 杨景文 北京理工大学 经济学 税务硕士 4 

29 侯哲 中山大学 会计 税务硕士 5 

30 徐海燕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6 

31 杜文璇 山东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7 

32 李艺彤 郑州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8 

33 贾洁梅 四川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9 

34 陈丹霓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10 

35 黄晓峥 湖南大学 会计系 税务硕士 11 

36 贺冰帆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12 

37 王洁妮 山东大学 会计专业 税务硕士 13 

38 王晓博 山东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14 

39 丁雨洁 安徽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15 

40 袁铭霞 郑州大学 财务管理 税务硕士 16 



41 余力进 郑州大学 

会计学

（ACA方

向） 

税务硕士 17 

42 胡婼婵 中央民族大学 金融学 税务硕士 18 

43 马睿晴 四川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1 

44 陆懿薇 东华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2 

45 施文予 华东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3 

46 沈申雨 苏州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4 

47 吴静黎 北京林业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5 

48 王婷婷 华中科技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6 

49 张海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7 

50 李昕桐 江西财经大学 

数理经济

学（实验

班） 

资产评估硕士 8 

51 张荻 郑州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9 

52 余佳鸿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会计学

（ACCA方

向） 

资产评估硕士 10 

53 范雯铖 山东大学 
金融学（中

澳合作） 
资产评估硕士 11 

54 陈羿冰 湖南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12 

55 刘瑶 湖南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13 

56 邵蕊娇 武汉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14 

57 冯雨欣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投资学 资产评估硕士 15 

58 李艺 西南交通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16 

59 于辰欣 南京农业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17 

60 钱彬彬 北京林业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18 

61 李佳 华东理工大学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1 

62 祝婉卿 中国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 2 

63 李思妤 西南大学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3 

64 牛翌彤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4 

65 杨悦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劳动与社

会保障 
社会保障 1 

66 张楚晗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 社会保障 2 

67 段智炜 南昌大学 
劳动与社

会保障 
社会保障 3 

68 杨蕾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劳动与社

会保障 
社会保障 4 

69 施思 华东理工大学 
劳动与社

会保障 
社会保障 5 



70 卫丽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金融 公共政策 1 

71 董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公共事业

管理 
公共政策 2 

72 金家倩 上海理工大学 
公共事业

管理 
公共政策 3 

73 张婷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学 政府预算管理 1 

  注：若获入营资格的同学放弃入营资格，则获得候补资格的同学按照专业候补次序递补。 

联系电话：021-65904799 

邮箱：ggxly@mail.shufe.edu.cn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年 7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