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系别 专业 年级 学生类别 姓名 学号 获得的荣誉称号

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陈浩禹 15420122201863 优秀毕业生

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陈远星 15420122201868 优秀毕业生

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单娜阳 15420122201873 优秀毕业生

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何志奥 15420122201883 优秀毕业生

5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赖文哲 15420122201879 优秀毕业生

6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严鑫 15420122201956 优秀毕业生

7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刘庭宇 15420122201913 优秀毕业生

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盖志浩 15420122201879 优秀毕业生

9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余芳 15420122201964 优秀毕业生

1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李欣妍 15420122201903 优秀毕业生

1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赵宇 15420122201969 优秀毕业生

1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洪秋霞 15720122201775 优秀毕业生

13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陈庆国 15720122201759 优秀毕业生

1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郭凌昕 15720122201769 优秀毕业生

1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路尧 15720122201805 优秀毕业生

1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刘莉莉 15720122201802 优秀毕业生

1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蔡予乐 15720122201755 优秀毕业生

18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王清荣 15720122201821 优秀毕业生

1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张中弛 15720122201849 优秀毕业生

2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郑铭进 15720122201852 优秀毕业生

2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杨笛 15720122201834 优秀毕业生

2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洪秋霞 15720122201775 优秀三好学生

23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蔡予乐 15720122201755 优秀三好学生

2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吴锦芳 15420122201943 优秀三好学生

25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马汉平 15420122201920 优秀三好学生

26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桑珊 15420122201926 三好学生

27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马宏宇 15420122201921 三好学生

2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盖志浩 15420122201879 三好学生

29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何志奥 15420122201883 三好学生

3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杨晓媚 15420122201959 三好学生

3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单娜阳 15420122201873 三好学生

3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徐心语 15420122201942 三好学生

3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唐鹏 15420122201930 三好学生

3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刘莉莉 15720122201802 三好学生

3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石璇 15720122201818 三好学生

3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陈庆国 15720122201759 三好学生

3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郭凌昕 15720122201769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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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何景 15720122201772 三好学生

3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卢丽红 15720122201804 三好学生

4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张中弛 15720122201849 三好学生

4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王清荣 15720122201821 三好学生

4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投资决策分析 2012 本科生 马一寒 15420122201922 优秀学生干部

4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赵宇 15420122201969 优秀学生干部

4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管理统计 2012 本科生 胡晓凝 15420122201887 优秀学生干部

4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2 本科生 张静薇 15720122201844 优秀学生干部

4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赵宇琛 15720122201851 优秀学生干部

4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林庆鉴 15520122201689 优秀毕业生

4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唐悦淇 15520122201714 优秀毕业生

4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陈晨 15520122201644 优秀毕业生

5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于静 15520122201738 优秀毕业生

51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王妍婕 15520122201722 优秀毕业生

52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梁煊 15520122201686 优秀毕业生

5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杨海源 15520122201734 优秀毕业生

54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陈欣 15520122201653 优秀毕业生

5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蔡佳薇 15520122201640 优秀毕业生

5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徐璐 15520122201730 优秀毕业生

5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林文强 15520122201690 优秀毕业生

5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陈晨 15520122201644 优秀三好学生

5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张雯 15520122201743 优秀三好学生

6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庄琼 15520122201752 三好学生

61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刘晓曦 15520122201693 三好学生

62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王妍婕 15520122201722 三好学生

6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于静 15520122201738 三好学生

64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仇勇 15520122201655 三好学生

6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刘柳 15520122201692 三好学生

6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徐璐 15520122201730 三好学生

6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税诗皓 15520122201710 三好学生

6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林庆鉴 15520122201689 优秀学生干部

6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吴娜 15520122201727 优秀学生干部

7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郑建忠 15620122202116 优秀毕业生

7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陈丽芬 15620122201979 优秀毕业生

7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赵霖 15620122202113 优秀毕业生

7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谢文敏 15620122202083 优秀毕业生

7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邹宇杰 15620122202127 优秀毕业生

7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林颖雪 15620122202030 优秀毕业生

7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易蕾 15620122202100 优秀毕业生

7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杨雅真 15620122202096 优秀毕业生

7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薛凤君 15620122202089 优秀毕业生

7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林诗琪 15620122202027 优秀毕业生

8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康遵禹 15620122202009 优秀毕业生



8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张晓东 15620122202109 优秀毕业生

8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高天 15620122201994 优秀毕业生

8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丁梦洁 15620122201989 优秀毕业生

8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薛凤君 15620122202089 优秀三好学生

8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黄雪菲 15620122202006 优秀三好学生

8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陈丽芬 15620122201979 优秀三好学生

8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杨玲娜 15620122202094 三好学生

8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高天 15620122201994 三好学生

8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杨丽萍 15620122202093 三好学生

9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张晓东 15620122202109 三好学生

9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吴若璇 15620122202075 三好学生

9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谢文敏 15620122202083 三好学生

9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康遵禹 15620122202009 三好学生

9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林娉 15620122202026 三好学生

9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保险学 2012 本科生 张莉莹 15620122202107 三好学生

9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谢玉湘 15620122202084 三好学生

9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赵霖 15620122202113 三好学生

9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系 2012 本科生 潘丹青 15620122202051 三好学生

9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保险学 2012 本科生 郭雪洁 15620122201999 优秀学生干部

10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李子河 15620122202019 优秀学生干部

101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杨珺楠 15320122202207 优秀三好学生

102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谢智媛 15320122202204 优秀三好学生

103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蔡佳楠 15320122202130 三好学生

104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上官柠夕 15320122202189 三好学生

105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王梦淇 15320122202194 三好学生

10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许凌 15320122202206 三好学生

10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庄雅娟 15320122202228 三好学生

10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张一凡 15320122202216 三好学生

10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刘榕榕 15320122202176 三好学生

110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林沛文 15320122202169 优秀毕业生

111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游伟翔 15320122202211 优秀毕业生

112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蔡佳楠 15320122202130 优秀毕业生

113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赵佳茵 15320122202220 优秀毕业生

114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洪俊琦 15320122202148 优秀毕业生

115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许凌 15320122202206 优秀毕业生

11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王梦淇 15320122202194 优秀毕业生

11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庄雅娟 15320122202228 优秀毕业生

11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林沛文 15320122202169 优秀学生干部

11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孙骁 15320122202190 优秀学生干部

经办人签名：                                                                            分管领导签名：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按以上范本格式要求填写。
2.学校打印奖状时，将按照以上信息打印。请将学院、系别、年级、姓名和表彰类别等栏目规范填
写， 名称必须填写全称，不得缩写（如学院“经济学院”不得缩写为“经院”；系别“ 国际经济与
贸易系”不得缩写为“国贸系”；年级“2008” 不得缩写为“08”；荣誉称号“优秀三好学生”不得
缩写为“优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