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院系

周舜韬 20160202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金融系

韩雨轩 201625018 金融学院

顾赵凯鹭 2016030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樊永宁 201710320803 国际商学院

李敬一 201542034 金融学院

徐梓恒 201521002 公共管理学院

尤义仁 20160111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潘彬 201542014 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系

郑玉衡 201542011 金融学院

张煦渤 201525002 信息学院

张艳丽 201539048 金融投资学

崔然 201542038 金融学院

李秋雨 20160107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李灏然 201525049 信息学院

王宜轩 201641158 金融学院

卢沁瑶 20160301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周泉希 201542008 金融学院

刘志敏 201542006 金融学院

王怡兰 201510012 英语学院

王晓萱 201525044 信息学院

王婉童 201637003 金融学院

马查元 20172011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阮亭珲 201511693 金融学院

陈晨 201501231 国际经济贸易大学

刘玎来 201539032 金融学院投资系

龚艳林 201540002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王善祥 201539021 金融学院

蔡斐钊 201525057 信息学院

龙丽君 20160207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王茜云 201655043 国际关系学院

朱泽健 201539031 金融学院投资学

潘宇辰 201641114 金融学院

王琳元 201530016 保险学院

林语茜 201641113 金融学院

秦璇 201525018 信息学院

傅琬盈 201701048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曲海峰 201636036 信息学院

余佐 201622019 公共管理学院

唐钰莹 201501070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朱缘缘 201460037 英语学院

廖秋仪 2015011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韦梦格 201542076 金融

杨心怡 201706044 国际商学院

付敏慧 201506072 国际商学院

杨涵月 201542039 金融学院

王笑梅 201720210687 金融

贺晓东 20171014200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曾彦曲 201620069 法学院

沈忆 20140113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罗诗鹏 201455029 国际关系学院

孟文腾 201539020 金融学院

陈璈 20140108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胡应淼 201656007 统计学院

朱丹阳 201430058 保险学院

帅若希 20160801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刘永洪 201541140 金融学院

彭梦圆 201506099 国际商学院

支奕斐 201520026 法学

贾柠瑜 201625030 信息学院

王臻 201622032 公共管理学院

袁中原 201537026 保险学院

刁小雨 201509063 英语学院

王若宇 201641068 金融学院金融学

尹欣 201660007 英语学院

俞钶凡 20160114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

阮志林 20160113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董晓丹 201536057 国际商学院

纪昊然 20160627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赵宇翔 201721017 公共管理学院

何雪萌 2016080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王心羽 201609012 英语学院

商雯琪 201616007 外语学院西班牙语

何雯昊 201625020 信息学院

吴昊雨 201725012 信息学院

周雨璐 301568020 国际关系学院

覃柳燕 201606176 国际商学院

福渔 201741169 金融学院

郭嘉欣 201741101 金融学院



刘飞 201520012 法学院

郭莹洁 201611003 外语学院

王婕 201556021 统计学院

杨阅兵 201642029 金融学院

陈科铭 201636038 信息学院

刁起航 201541148 金融学院

黎姿娴 201641073 金融学院

杨瑾慧 201730050 保险学院

杨伊婷 201520055 法学院

陈秋文 201730006 保险学院

汤赵慧馨 201741161 金融学院

张敬薇 20172000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王森纬 201525012 信息学院

郑舒天 201406021 国际商学院

贾晓澜 201530072 保险学院

郭菲 201425017 金融学院

王枫琳 201642027 金融学院

周天元 201625003 信息学院

李瑞雪 201441138 金融学院

刘娜 201406012 国际商学院

贾宇娴 201568005 国际关系学院

毕艳姿 201620054 法学院

赵颢 20150132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