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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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博士生 钱日帆 15520120153603 优秀学生干部

2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区域经济学 2012 博士生 杨琦 29020120153659 优秀学生干部

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博士生 赵昱焜 15420130153973 优秀学生干部

4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研究生 巫秀梅 15520121151769 优秀学生干部

5 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经济学 2012 研究生 郭成温 31320121152084 优秀学生干部

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姚艺清 15320131152204 优秀学生干部

7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区域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韩丹 29020121152070 优秀学生干部

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保险硕士 2013 硕士生 许欣艳 15620131152167 优秀学生干部

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印鉴 15620131152092 优秀学生干部

1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晏一铭 15620131152091 优秀学生干部

1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士生 陈延恭 15720131151963 优秀学生干部

1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牟俊宇 15720131151953 优秀学生干部

1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应用统计 2013 硕士生 邹雨菲 15420131152058 优秀学生干部

1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数量经济学 2014 直博生 禚铸瑶 15420140154047 优秀学生干部

1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方玺 15520122201663 优秀学生干部

1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杨海源 15520122201734 优秀学生干部

1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陈博涵 15320112202132 优秀学生干部

1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蔡楚云 15320112202129 优秀学生干部

1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杨珺楠 15320122202207 优秀学生干部

20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许凌 15320122202206 优秀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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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赵健文 15620122202111 优秀学生干部

2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蔡博厚 15620122201974 优秀学生干部

2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傅晶晶 15620112201986 优秀学生干部

2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杨晨薇 15620112202097 优秀学生干部

2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周禹 15620112202126 优秀学生干部

2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1 本科生 陈志松 15520112201595 优秀学生干部

2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1 本科生 赵勇健 15520112201699 优秀学生干部

29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赵宇 15420122201969 优秀学生干部

3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刘庭宇 15420122201913 优秀学生干部

3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李欣妍 15420122201903 优秀学生干部

3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王星月 15420112201916 优秀学生干部

3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李双悦 15420112201870 优秀学生干部

3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詹烨 15720122201842 优秀学生干部

3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蔡予乐 15720122201755 优秀学生干部

3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郑婷婷 15720112201821 优秀学生干部

3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陈南 15720112201714 优秀学生干部

38 经济学院 国贸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3 本科生 杨成 15220132202025 优秀学生干部

3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本科生 张育铭 15220132204717 优秀学生干部

4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刘宇琪 15220132201829 优秀学生干部

41 经济学院 经济系 经济学 2013 本科生 徐嘉毅 15220132202003 优秀学生干部

      经济   学院2014年下半年荣誉称号获奖情况统计表



42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本科生 罗水秀 15220132201854 优秀学生干部

4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本科生 安姝奇 15220132201582 优秀学生干部

4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熊映茹 15220132201999 优秀学生干部

4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本科生 王宇 15220132201951 优秀学生干部

4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本科生 黄浚铭 15220132201712 优秀学生干部

47 经济学院 国贸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3 本科生 付桥剑 15220132201667 优秀学生干部

4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统计

（经济管理

方向）

2013 本科生 刘繁 15220132201815 优秀学生干部

49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理

学）
2013 本科生 于洋 15220132202054 优秀学生干部

5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博士生 蔡昌达 15520120153600 优秀三好学生

5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博士生 郑国忠 15620120153637 优秀三好学生

5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博士生 王小燕 15420120153626 优秀三好学生

5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研究生 王薇 15520121151768 优秀三好学生

54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研究生 朱菊明 15520131151875 优秀三好学生

55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汪宇娟 15320121152036 优秀三好学生

5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张雪 15320121152039 优秀三好学生

57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西方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储成亮 17220121152056 优秀三好学生

5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硕士生 姚莲莲 15620121151923 优秀三好学生

5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保险硕士 2013 硕士生 夏梦妮 15620131152166 优秀三好学生

6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士生 陈凌凌 15720131151961 优秀三好学生

6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士生 程静 15720131151964 优秀三好学生

6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数量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李秋雅 15420121151878 优秀三好学生

6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士生 黄晓雯 15420131152022 优秀三好学生

64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于静 15520122201738 优秀三好学生

6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税诗皓 15520122201710 优秀三好学生

6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张诗萍 15320112202230 优秀三好学生

6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林正衡 15320112202172 优秀三好学生

6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陈雅婷 15320122202135 优秀三好学生

6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游伟翔 15320122202211 优秀三好学生

7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张晓东 15620122202109 优秀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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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李垚 15620122202017 优秀三好学生

7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本科生 汪饶思行 15620112202064 优秀三好学生

7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黄于玲 15620112202006 优秀三好学生

7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林晓红 15620112202026 优秀三好学生

7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郭菁菁 15720112201736 优秀三好学生

7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1 本科生 张雅楠 15720112201817 优秀三好学生

78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张中弛 15720122201849 优秀三好学生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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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三好学生

8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 2011 本科生 张思敏 15520112201695 优秀三好学生

81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1 本科生 夏永哲 15520112201669 优秀三好学生

8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单娜阳 15420122201873 优秀三好学生

8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陈浩禹 15420122201863 优秀三好学生

8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林婵娟 15420112201876 优秀三好学生

85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王婷 15420112201913 优秀三好学生

86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刘世尧 15420112201885 优秀三好学生

8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刘雨晨 15220132201830 优秀三好学生



8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统计

（投资决策

方向）

2013 本科生 唐程 15220132201920 优秀三好学生

8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王婧颖 15220132201936 优秀三好学生

9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邱晓昀 15220132201887 优秀三好学生

9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吴思远 15220132201978 优秀三好学生

9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盛首博 15220132201898 优秀三好学生

9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姚子霖 15220132202041 优秀三好学生

9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沈小源 15220132201896 优秀三好学生

9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庄颖蔚 15220132202145 优秀三好学生

9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何敏敏 15220132201687 优秀三好学生

9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曾晋科 15220132202066 优秀三好学生

9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朱震宇 15220132202136 优秀三好学生

99 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经济学 2011 博士生 龙厚印 31320110153831 三好学生

10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博士生 王国强 15620120153643 三好学生

10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投资学 2012 博士生 孙涛 15620120153644 三好学生

10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博士生 王宇光 15620130153983 三好学生

10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博士生 赵茜 15620130153990 三好学生

10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博士生 徐丽 15420120153627 三好学生

10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研究生 何智 15520121151752 三好学生

10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研究生 黄志福 15520121151756 三好学生

10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4 直博生 郭玥 15520140154027 三好学生

10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研究生 张露丹 15520131151869 三好学生

10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资产评估 2013 研究生 徐婕 15520131151940 三好学生

11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研究生 唐培松 15520131151863 三好学生

111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研究生 蓝晓燕 15520131151854 三好学生

112 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经济学 2013 研究生 朱悉婷 31320131152245 三好学生

113 经济学院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经济学 2012 研究生 余文蕙 31320121152094 三好学生

114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杨芳 15320131152203 三好学生

115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李红 15320121152031 三好学生

11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万大艳 15320121152035 三好学生

11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管理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何元茜 15320121152011 三好学生

11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管理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沈洁 15320121152016 三好学生

11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陈毓虹 15320131152190 三好学生

120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罗悦真 15320131152198 三好学生

121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西方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陈丝 15320131152189 三好学生

122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李明昕 29020121152077 三好学生

123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产业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张燕英 29020121152067 三好学生

124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产业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孙静晓 29020121152065 三好学生

125 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产业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赵恒艺 29020121152068 三好学生

126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数量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黄玉彬 17220121152050 三好学生

127 经济学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数量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游云星 17220131152005 三好学生

12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硕士生 胡富华 15620121151989 三好学生

12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2 硕士生 叶小凌 15620121151914 三好学生

13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硕士生 陈洁斌 15620121151981 三好学生

13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4 直博生 陈秋平 15620140154055 三好学生

13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4 直博生 张润泽 15620140154063 三好学生

13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汪珊珊 15620131152107 三好学生

13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郑欣 15620131152088 三好学生



13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硕士生 姚育婷 15620131152103 三好学生

13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黄小娟 15620131152065 三好学生

13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吴沛雯 15620131152081 三好学生

13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陈瑞卿 15620131152061 三好学生

13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国际金融学 2013 硕士生 林倩 15620131152106 三好学生

14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余礽 15720131151957 三好学生

14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士生 赖瑾 15720131151968 三好学生

14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士生 张海霞 15720131151974 三好学生

143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林羡 15720131151950 三好学生

14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周星 15720131151959 三好学生

14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贸易学 2013 硕士生 孙巧莉 15720131151969 三好学生

14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世界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林子健 15720131151951 三好学生

147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硕士生 王静 15420121151896 三好学生

14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数量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冯瑜 15420121151876 三好学生

149 经济学院 统计系 数量经济学 2012 硕士生 杨灵语 15420121151882 三好学生

15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国民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袁莘芯 15420131152013 三好学生

15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国民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林琛 15420131152011 三好学生

15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3 硕士生 周菁 15420131152032 三好学生

15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国民经济学 2013 硕士生 陈曦子 15420131152010 三好学生

15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应用统计 2013 硕士生 张菁 15420131152054 三好学生

15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陈晨 15520122201644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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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金玲欢 15520122201676 三好学生

15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梁煊 15520122201686 三好学生

15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2 本科生 唐悦淇 15520122201714 三好学生

16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蔡佳薇 15520122201640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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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庄福梅 15520122201751 三好学生

16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2 本科生 叶琳 15520122201737 三好学生

164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伍臣东 15320112202211 三好学生

165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张婉莹 15320112202231 三好学生

166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黄鹏垦 15320112202147 三好学生

16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李宁燊 15320112202161 三好学生

16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李珺 15320112202160 三好学生

169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张弛 15320112202224 三好学生

170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张佳韬 15320112202226 三好学生

171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1 本科生 兰巧珍 15320112202155 三好学生

172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林沛文 15320122202169 三好学生

173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洪俊琦 15320122202148 三好学生

174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王珏莹 15320122202193 三好学生

175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赵佳茵 15320122202220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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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白澄宇 15320122202129 三好学生

178 经济学院 经济学系 经济学 2012 本科生 景奇基 15320122202157 三好学生

17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李兆兴 15620122202018 三好学生

18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杨雅真 15620122202096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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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黄雪菲 15620122202006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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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林诗琪 15620122202027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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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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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2 本科生 郑煌斌 15620122202115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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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丁梦洁 15620122201989 三好学生

19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2 本科生 林颖雪 15620122202030 三好学生

19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本科生 杜培升 15620112201983 三好学生

19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郭锴鸣 15620112201990 三好学生

19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本科生 林子辰 15620112202029 三好学生

19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保险 2011 本科生 韩文博 15620112201991 三好学生

19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李梦瑶 15620112202020 三好学生

19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本科生 张炳盛 15620112202108 三好学生

19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本科生 陈永辉 15620112201975 三好学生

19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本科生 吴宏旭 15620112202076 三好学生

19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倪诗 15620112202045 三好学生

20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1 本科生 冯柳 15620112201985 三好学生

20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李响 15620112202024 三好学生

20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保险 2011 本科生 陈曦 15620112201974 三好学生

20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1 本科生 莫菲菲 15620112202043 三好学生

20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1 本科生 高鹏翔 15720112201732 三好学生

20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1 本科生 王嘉欣 15720112201790 三好学生

20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1 本科生 郑裕灵 15720112201823 三好学生

20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1 本科生 田碧琪 15720112201787 三好学生

208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陈玉春 15720112201722 三好学生

20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吴怡璇 15720112201796 三好学生

21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周蕾 15720112201824 三好学生

21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夏文艳 15720112201798 三好学生

21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许彩红 15720112201804 三好学生

213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1 本科生 陈少烽 15720112201716 三好学生

21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郭品妤 15720122201770 三好学生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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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2 本科生 黄奕婷 15720122201780 三好学生

21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董婉璐 15720122201765 三好学生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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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好学生

21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2 本科生 梅明明 15720122201808 三好学生

22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2012 本科生 李嘉琳 15720122201788 三好学生

22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市场营销 2012 本科生 杨笛 15720122201834 三好学生

222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 2011 本科生 王恺悦 15520112201658 三好学生

22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 2011 本科生 张倩 15520112201694 三好学生

224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 2011 本科生 黄湘云 15520112201613 三好学生

225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 2011 本科生 张媛 15520112201697 三好学生



22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 2011 本科生 吴姗姗 15520112201667 三好学生

227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 2011 本科生 陶学莹 15520112201650 三好学生

228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1 本科生 陈焰 15520112201592 三好学生

229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1 本科生 马潇 15520112201641 三好学生

230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1 本科生 许慧灵 15520112201674 三好学生

23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殷路皓 15420122201963 三好学生

23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桑珊 15420122201926 三好学生

23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贾文颖 15420122201893 三好学生

23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王瑾秋 15420122201932 三好学生

235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施宇 15420122201927 三好学生

236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余芳 15420122201964 三好学生

237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苏晓菲 15420122201928 三好学生

23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2 本科生 陈远星 15420122201868 三好学生

239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赵梦峦 15420112201944 三好学生

24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孙梁 15420112201905 三好学生

24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李衍 15420112201873 三好学生

242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林静 15420112201879 三好学生

243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李森雷 15420112201868 三好学生

244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周佳苹 15420112201951 三好学生

245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何易 15420112201852 三好学生

246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郝智慧 15420112201850 三好学生

247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姜悦 15420112201860 三好学生

24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 2011 本科生 李函桥 15420112201866 三好学生

24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何艺婷 15220132201691 三好学生

25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陈子豪 15220132201641 三好学生

25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林嘉钰 15220132201793 三好学生

25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赵祎 15220132202111 三好学生

253 经济学院 经济系 经济学 2013 本科生 陆欣怡 15220132201846 三好学生

25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刘频频 15220132201821 三好学生

25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许泽君 15220132202018 三好学生

25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肖垚 15220132201991 三好学生

25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李浩宇 15220132201755 三好学生

25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曹梦 15220132201599 三好学生

25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郭纤尘 15220132201680 三好学生

26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张大为 15220132204716 三好学生

26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统计

（投资决策

方向）

2013 本科生 周梦雅 15220132202128 三好学生

26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林少勤 15220132201800 三好学生

26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郑王菁 15220132202117 三好学生

26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罗雨昕 15220132201860 三好学生

26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胡祯祺 15220132201705 三好学生

26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张子睿 15220132202105 三好学生

26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赵品韵 15220132202107 三好学生

26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许焕天 15220132202012 三好学生

26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罗序凯 15220132201857 三好学生

27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朱维诚 15220132202134 三好学生

27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经济学 2013 本科生 李昂 15220132201749 三好学生

27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毕钟元 15220132201587 三好学生



27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汤潮 15220132201919 三好学生

27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刘昨非 15220132201834 三好学生

275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叶诗滢 15220132202045 三好学生

276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吕超群 15220132201848 三好学生

27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丘远航 15220132201886 三好学生

278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傅立芹 15220132201668 三好学生

27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孙鑫楠 15220132201913 三好学生

280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理

学）
2013 本科生 王记萍 15220132201933 三好学生

281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杨扬 15220132202035 三好学生

28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董昊 15220132201650 三好学生

283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黄庄鹂 15220132201729 三好学生

284 经济学院 经济系 经济学 2013 本科生 贺若昕 15220132201692 三好学生

285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统计

（投资决策

方向）

2013 本科生 范春鹏 15220132201659 三好学生

286 经济学院 财政系 财政学 2013 本科生 林思思 15220132201803 三好学生

287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李琳 15220132201765 三好学生

288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统计学（理

学）
2013 本科生 徐贺超 15220132202002 三好学生

289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姚景浡 15220132202039 三好学生

290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颜鸿裕 15220132202023 三好学生

291 经济学院 统计系

经济统计

（投资决策

方向）

2013 本科生 方伟琪 15220132201661 三好学生

292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工程 2013 本科生 黎诗昱 15220132201748 三好学生

293 经济学院 财政系 税务 2013 本科生 张舒婷 15220132202088 三好学生

294 经济学院 金融系 金融学 2013 本科生 赖静雯 1522013220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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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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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