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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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系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2013 硕 柯毅 15320131152207 优秀毕业生

2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 姚艺清 15320131152204 优秀毕业生

3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 陈毓虹 15320131152190 优秀毕业生

4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2013 硕 曲旭芹 15320131152208 优秀毕业生

5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 熊琛 15320131152202 优秀三好学生

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2013 硕 张静杰 15320131152212 三好学生

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 张桉洲 15320131152205 三好学生

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2013 硕 柯毅 15320131152207 三好学生

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政治经济学 2013 硕 韩晨皓 15320131152172 优秀学生干部

1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 李玥 15420131152024 优秀毕业生

1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应用统计 2013 硕 邹雨菲 15420131152058 优秀毕业生

1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应用统计 2013 硕 孙宇环 15420131152049 优秀毕业生

1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应用统计 2013 硕 张菁 15420131152054 优秀毕业生

1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 李佳修 15420131152023 优秀毕业生

15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 黄晓雯 15420131152022 优秀三好学生

16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 陈柳芸 15420131152017 三好学生

17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 李佳修 15420131152023 三好学生

1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 陈蔚薇 15420131152018 三好学生

19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数量经济学 2013 硕 崔振 15420131152035 三好学生

2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国民经济学 2013 硕 袁莘芯 15420131152013 优秀学生干部

21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硕 朱菊明 15520131151875 优秀毕业生

22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硕 张露丹 15520131151869 优秀毕业生

2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硕 唐培松 15520131151863 优秀毕业生

24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资产评估 2013 硕 徐婕 15520131151940 优秀毕业生

2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硕 裴婷 15520131151860 优秀三好学生

2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资产评估 2013 硕 胡超 15520131151930 三好学生

2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资产评估 2013 硕 卢威 15520131151934 三好学生

2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硕 李旭峰 15520131151855 三好学生

2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硕 周洋 15520131151874 优秀学生干部

3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硕 郭媛媛 15620131152095 优秀毕业生

3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硕 朱振宇 15620131152104 优秀毕业生

3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硕 姚育婷 15620131152103 优秀毕业生

3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 汪珊珊 15620131152107 优秀毕业生

3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 苏清锋 15620131152090 优秀毕业生

3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 钟晟敏 15620131152093 优秀毕业生

3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 郑欣 15620131152088 优秀毕业生

3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 罗敏 15620131152074 优秀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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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 许向真 15620131152084 三好学生

3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 陈瑞卿 15620131152061 三好学生

4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 黄杨 15620131152066 三好学生

4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 卞书媛 15620131152059 三好学生

4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 晏一铭 15620131152091 三好学生

4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保险硕士 2013 硕 陆雨婷 15620131152157 三好学生

4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 黄小娟 15620131152065 优秀学生干部

4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 陈凌凌 15720131151961 优秀毕业生

4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 程静 15720131151964 优秀毕业生

4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 张海霞 15720131151974 优秀毕业生

48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 王妍 15720131151956 优秀毕业生

4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 林子健 15720131151951 优秀三好学生

5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 朱辉 15720131151960 三好学生

5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 张博文 15720131151958 三好学生

5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 陈延恭 15720131151963 三好学生

53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商务 2013 硕 郝艳娜 15720131151982 优秀学生干部

54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2013 硕 丁诗诗 16020131152214 优秀毕业生

55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区域经济学 2013 硕 邓璐璐 16020131152221 优秀毕业生

56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 詹祥东 17220131152001 优秀毕业生

57 经济学院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能源经济学 2013 硕 袁祥 31320131152242 优秀毕业生

58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 劳开骏 17220131151997 优秀三好学生

59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产业经济学 2013 硕 张林林 16020131152232 三好学生

60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2013 硕 陶新宇 16020131152218 三好学生

61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 詹祥东 17220131152001 三好学生

62 经济学院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能源经济学 2013 硕 袁祥 31320131152242 三好学生

63 经济学院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能源经济学 2013 硕 朱悉婷 31320131152245 优秀学生干部

64 经济学院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能源经济学 2012 博 李江龙 31320120153666 优秀毕业生

6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博 王宇光 15620130153983 优秀毕业生

66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2013 博 靳来群 16020130154000 优秀毕业生

6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博 刘啟仁 15720130153960 优秀毕业生

68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2013 博 吴华坤 17220130153967 优秀毕业生

6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思想史 2013 博 黄文义 15320130153995 优秀毕业生

7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博 卢晓军 15520130153952 优秀毕业生

71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博 席鹏辉 15520130153954 优秀三好学生

7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博 赵茜 15620130153990 三好学生

7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博 王少谦 15620130153982 三好学生

74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区域经济学 2013 博 潘丽群 16020130154005 三好学生

7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博 葛骏 15620110153802 三好学生

7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博 周港 15520130153955 三好学生

7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博 铁瑛 15720130153962 优秀学生干部

7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政治经济学 2013 博 李飞龙 15320130153992 优秀学生干部

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施雅 27720131152785 优秀毕业生

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硕士 2013 硕士生 杜纬辰 27720131152801 优秀毕业生



3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数量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陈婉芳 27720131152791 优秀毕业生

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统计学 2013 硕士生 刘西 27720131152790 优秀毕业生

5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应用统计 2013 硕士生 胡聪 27720131152816 优秀毕业生

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硕士 2013 硕士生 何欣莹 27720131152803 优秀毕业生

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应用统计 2013 硕士生 范建新 27720131152815 优秀学生干部

9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 2012 博士生 郭宇强 27720120153852 优秀三好学生

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数量经济学 2011 博士生 张传海 27720110154024 三好学生

10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硕士 2013 硕士生 徐谦 27720131152809 三好学生

11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沈斌 27720131152774 三好学生

12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数量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张诗杭 27720131152797 三好学生

13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郭小川 27720131152781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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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人签名：                                                                            分管领导签名：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