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本科学校 学科专业
综合考核成绩
（满分350）

备注

1 安艺琳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292

2 丁佳艳 华东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274

3 段正宇 河海大学 工商管理 292

4 冯星瑗 同济大学 工商管理 275

5 高雯茜 华中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299

6 韩宇航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284

7 郝若鸿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 312

8 郝祎 四川大学 工商管理 310

9 贺晶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308

10 胡紫怡 武汉大学 工商管理 284

11 江蕙伶 吉林大学 工商管理 280

12 江文琦 武汉大学 工商管理 288

13 江映雪 中国海洋大学 工商管理 285

14 李凡姝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282

15 李欣哲 吉林大学 工商管理 312

16 欧阳秀连 重庆大学 工商管理 290

17 沈雪吟 上海大学 工商管理 293

18 孙子莹 同济大学 工商管理 276

19 汤怡 华东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313

20 项颖 武汉大学 工商管理 292

21 徐杨 中国农业大学 工商管理 307

22 杨诗郁 吉林大学 工商管理 275

23 杨铮 中国海洋大学 工商管理 281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年暑期学校“优秀学员”名单（第二期）



24 尤子心 哈尔滨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295

25 赵敏 大连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294

26 郑天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商管理 307

27 周东来 北京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306

28 马洁雯 上海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 290

29 曹向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82

30 陈星月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86

31 陈雨婷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3

32 高文扬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7

33 高一分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2

34 郭斯琪 南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2

35 李明晓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4

36 李英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3

37 刘佳琪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0

38 刘梦迪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54

39 刘诗萌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1

40 刘天怡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1

41 刘蕴智 华南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86

42 倪梦丽 吉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8

43 任子彤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68

44 田子丹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86

45 王冰玉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82

46 徐子惠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7

47 许雯嘉 华南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7

48 薛盈冲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6



49 张涵钰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7

50 张子承 兰州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3

51 赵玮佳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7

52 赵宇轩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91

53 朱梦珊 中国农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7

54 杜旭岩 同济大学 应用经济学 280

55 顾文文 大连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272

56 李代悦 重庆大学 应用经济学 275

57 李盈萱 中央民族大学 应用经济学 289

58 李卓群 湖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279

59 宁晓艺 山东大学 应用经济学 272

60 潘若曦 吉林大学 应用经济学 287

61 宋府霖 兰州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251

62 苏恩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应用经济学 277

63 王茜雅 北京理工大学 应用经济学 276

64 张家瑞 同济大学 应用经济学 274

65 江镕行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73
waiting
List

66 杨天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51
waiting
List

67 熊雨琴 华中科技大学 应用经济学 261
waitin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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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学院珍惜优秀生源和彼此付出的巨大努力，优秀学员应对个人承诺负责，如由于非主观原

因而放弃资格者，务必在第一时间告知学院。

2. 对于进入waiting list的学员，学院将根据学科专业需要、综合考核成绩和学员个人意愿进

行递补，增补名单将根据实际情况公布。

3. 联系电话： 021-65983383  联系人： 陶老师

4. 咨询邮箱：tjsem65983383@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