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本科学校 学科专业
综合成绩

（满分350）

1 方君仪 女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 305

2 胡晓娟 女 东华大学 工商管理 292

3 黄俊钦 男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 281

4 黄宗坤 男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294

5 李秋明 男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 278

6 李雪雯 女 西安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289

7 林佳欣 女 吉林大学 工商管理 275

8 刘双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281

9 刘雨寒 男 同济大学 工商管理 301

10 倪书阳 女 河海大学 工商管理 286

11 庞兴宇 女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 305

12 谭智丹 女 中央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277

13 唐慧洁 女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 288

14 王可迪 女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302

15 王伟榕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278

16 韦文凡 女 兰州大学 工商管理 293

17 熊艺凡 男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 284

18 张冰倩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292

19 张驰 男 中国矿业大学 工商管理 317

20 赵恒 男 中国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297

21 周阳杰 男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275

22 邹予琪 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309

23 陈昕 女 四川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0

24 陈彦羽 女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7

25 戴星颖 女 山东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3

26 胡意翕 女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82

27 吉如媚 女 湖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4

28 江山 男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69

29 黎舟 女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8

30 李晓楠 女 吉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9

31 李洋 男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9

32 刘永聪 男 山东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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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卢颖 女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5

34 陆书翔 男 华东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6

35 马永智 男 中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58

36 潘曦宇 男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9

37 阮小曼 女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8

38 孙嘉青 男 安徽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7

39 唐艳萍 女 湖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8

40 王文殊 女 大连海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2

41 王熠 男 安徽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1

42 王蕴馨 女 湖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6

43 夏强伟 男 华东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3

44 辛旭 男 大连海事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1

45 邢梦珏 女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5

46 杨金琨 女 北京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2

47 张勤 男 四川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1

48 朱茵 女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2

49 曾浩艺 男 中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282

50 连方舟 女 重庆大学 应用经济学 297

51 秦已舒 女 北京师范大学 应用经济学 301

52 徐玲 女 中央民族大学 应用经济学 258

53 张旭飞 女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302

54 张苑松 女 华东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264

备注：

1. 上述名单已经过反复确认，请各位优秀营员务必珍惜机会，不要轻率作出放弃决定。

2. 请在取得推免资格后务必在全国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以下简称推免服务系

统）中报考志愿，接收并确认学院的复试及待录取通知。推免服务系统开放时间请关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

3.由于工作量较大，第二批“优秀学员”目前还在核实确认中，敬请留意个人邮箱，并及时回复确认。

4. 联系电话： 021-65983383  联系人： 唐杰 老师  邮箱：tangjieze198773@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