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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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营后续安排近期会通过邮件通知（邮箱地址为营员夏令营报名期间预留的邮箱），

请及时查收。  

一、入营名单：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申请专业 

1 范延路 重庆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民经济学 

2 闫思宇 山东大学 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 

3 杨乐瑶 暨南大学 
经济学（投资经济

方向） 
国民经济学 

4 徐贻帆 山东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5 孙心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6 王思超 湖南大学 会计学 财政学 

7 张荀 厦门大学 

财政学国际化试点

班（全英文小班教

学） 

财政学 

8 王怡晨 山东大学 
金融学（中澳合作

办学） 
房地产经济学 

9 苏宇欣 华东师范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10 孙思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税收学 

11 江乐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税收学 

12 周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投资学 投资经济 

13 李美璇 海南大学 金融学 投资经济 

14 熊妮 兰州大学 会计学（基地班） 投资经济 

15 孟婷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16 田森 北京理工大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

办学） 
税务硕士 

17 王子璇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英语强化） 税务硕士 

18 胡丽萍 东北财经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19 曹文轩 湖南大学 财务管理 税务硕士 

20 张浩宇 湖南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21 蒋文慧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22 陈心怡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23 杨知凝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学 税务硕士 

24 蒋金洁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25 宋亚楠 吉林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26 张蘅 吉林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27 王瑶 江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28 徐薇 江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29 章翎茜 江西财经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30 朱淼 青岛理工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31 曾恬 厦门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2 沈芷枫 厦门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3 崔颖 厦门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34 谢烨妍 厦门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35 王思懿 厦门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36 钟行坤 山东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7 宋宇坤 山东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38 尹曼青 山东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39 汪李冰 四川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40 赵君巧 苏州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41 黄汝红 武汉大学 财政与税收专业 税务硕士 

42 梁姗姗 武汉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税务硕士 

43 张又仁 西安交通大学 财政学（税务方向） 税务硕士 

44 刘文丹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45 毕梦雨 中国海洋大学 金融学 税务硕士 

46 潘永艳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会计学 税务硕士 

47 张华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48 郭野也 中南大学 会计 税务硕士 

49 李婧 中山大学 金融学 税务硕士 

50 于侍文 中央财经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51 曾琢 重庆大学 会计学 ACCA方向 税务硕士 

52 陆展涛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财务管

理方向） 
资产评估硕士 

53 钟凯悦 东北财经大学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硕士 

54 丁钰 东南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55 胡丽婷 福州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56 古家乐 河海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57 张苑 湖南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58 张人匀 湖南大学 会计学（ACCA） 资产评估硕士 

59 陈欣媛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 资产评估硕士 

60 贺才真 华南师范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61 付梦茹 华中科技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62 夏之绚 吉林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63 吕悦 吉林大学 经济学基地班 资产评估硕士 

64 曹紫茵 暨南大学 
经济学专业（投资

经济） 
资产评估硕士 

65 吴闽蓉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创新实验班

（数理经济方向） 
资产评估硕士 

66 张胜钊 兰州大学 会计学（ACCA方向） 资产评估硕士 

67 徐淑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资产评估硕士 

68 郑昕 厦门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69 田景莹 厦门大学 金融 资产评估硕士 

70 唐颖 厦门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71 张海姣 山东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资产评估硕士 

72 张洁 山东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73 高逢洲 山东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74 高瑾昕 山东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75 吴磊 山东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76 刘佳 山西财经大学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硕士 

77 常巧丽 四川大学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资产评估硕士 

78 曾灼 武汉大学 工程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79 孙婉琪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双语实验

班） 
资产评估硕士 

80 胡月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注册会计

师） 
资产评估硕士 

81 李梦真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法学双学

位班 
资产评估硕士 

82 钟文婕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证券与期

货方向） 
资产评估硕士 

83 薛园媛 西南财经大学 投资学 资产评估硕士 

84 王楚萱 中国人民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85 章青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造价 资产评估硕士 

86 李明昂 中南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87 鲍伟 中央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88 李翔泳 重庆大学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89 刘欣 中国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 

90 王文静 山东大学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91 樊琳琳 吉林大学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92 李想 华东理工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 

93 雷馨怡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统计学 社会保障 

94 范维珂 中国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社会保障 

95 王雪 华东理工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96 杨文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97 李楚雯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政策 

98 牛一凡 山东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政策 

99 李红晖 中央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政策 

100 康佳楠 北京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政策 

101 张锺民 江南大学 工商管理 公共政策 

102 景司琳 湖南大学 会计学 政府预算管理 

103 吴晓璐 山东大学 行政管理 政府预算管理 

104 孙裕炫 华南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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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芸倩 上海大学 金融学 国民经济学 候补 1 



2 潘玉洁 武汉大学 
经济学基

地班 
国民经济学 候补 2 

3 张鹏峰 重庆大学 金融学 国民经济学 候补 3 

4 张毅松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事业

管理 
财政学 候补 1 

5 齐菁华 山东财经大学 税收学 财政学 候补 2 

6 吴红晨 西南财经大学 财政学 财政学 候补 3 

7 王森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财政学 财政学 候补 4 

8 谭昕雨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财政学 财政学 候补 5 

9 肖成 华中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房地产经济学 候补 1 

10 冯艾雅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

与贸易 
房地产经济学 候补 2 

11 刘成 四川大学 财政学 税收学 候补 1 

12 罗玉 中国政法大学 金融工程 投资经济 候补 1 

13 许雅淞 苏州大学 国际金融 投资经济 候补 2 

14 张雨欣 河海大学 
国际经济

与贸易 
投资经济 候补 3 

15 张华 华中师范大学 
财务会计

教育 
税务硕士 候补 1 

16 卢锦妍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候补 2 

17 赵望皓 江西财经大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候补 3 

18 杜雨烟 河北工业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候补 4 

19 刘媚 广西大学 财政学 税务硕士 候补 5 

20 王丹婷 东北大学 
会计学

(ACCA) 
税务硕士 候补 6 

21 梁雨桐 北京理工大学 经济学 税务硕士 候补 7 

22 郝楚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候补 8 

23 朱俊玮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税收学 税务硕士 候补 9 



24 杨伊然 武汉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

与贸易 
税务硕士 候补 10 

25 张迪 山东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候补 11 

26 张瑞涵 东北大学 经济学 税务硕士 候补 12 

27 钟佳志 湖南大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候补 13 

28 白一涵 
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 
会计学 税务硕士 候补 14 

29 白耀文 南开大学 
日语（双修

财务管理）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1 

30 吴子倩 厦门大学 
主修物理 

辅修金融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2 

31 李玉婧 吉林大学 
金融学专

业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3 

32 孔祥云 中国海洋大学 

会计学

（ACCA方

向班）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4 

33 王思敏 四川农业大学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5 

34 常心馨 天津大学 工业设计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6 

35 贾雨桐 辽宁大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7 

36 杨琛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

与贸易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8 

37 张竞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金融学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9 

38 卓彦弟 华南理工大学 金融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10 

39 白照君 河北工业大学 
劳动与社

会保障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11 

40 张成怡 东北大学 会计学 资产评估硕士 候补 12 

41 李路杨 中国政法大学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 候补 1 

42 张悦 深圳大学 
人力资源

管理 
行政管理 候补 2 

43 刘星 重庆大学 

行政管理

（公共人

力资源管

理方向） 

行政管理 候补 3 

44 董雨 北京林业大学 
人力资源

管理 
社会保障 候补 1 



45 陈珺璟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城市管理 社会保障 候补 2 

46 陈镒丹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事业

管理 
社会保障 候补 3 

47 于俊 中国农业大学 
公共事业

管理 
公共政策 候补 1 

48 沙桀民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公共政策 候补 2 

49 刘文琪 山东财经大学 会计学 公共政策 候补 3 

50 高轲 上海海事大学 
会计学专

业 
公共政策 候补 4 

51 钟巧 华侨大学 
公共事业

管理 
公共政策 候补 5 

52 孙琪梦 武汉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

与贸易 
政府预算管理 候补 1 

53 王童童 东北大学 会计学 政府预算管理 候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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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