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总成绩 预录取专业
181065101000012 刘子铭 甘肃省 164.5 金融学
181065101000014 秦雨涛 重庆市 150.75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060 王佶男 河北省 158.88 金融学
181065101000078 张可佳 重庆市 156.06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0096 任美洋 黑龙江省 160.19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099 王有有 四川省 154.13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0181 吴嘉锡 河北省 155.81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0206 周辰飞 河南省 160.56 金融学
181065101000217 李韡杰 重庆市 156.88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0226 陈文思 重庆市 156.75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0239 张梓涵 辽宁省 156.94 会计学
181065101000287 冯子涵 四川省 164.06 金融学
181065101000327 解明秋 辽宁省 153.75 会计学
181065101000329 张昊玉 四川省 157.88 人力资源管理
181065101000335 肖璧微 湖北省 152.88 保险学
181065101000349 张佳宁 辽宁省 157.75 金融学
181065101000367 赵慕融 河北省 156.69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0372 王跃霖 辽宁省 151.88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380 马雪岩 黑龙江省 155.69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0390 宁嘉渠 山西省 154.88 商务英语
181065101000399 高满 吉林省 158.63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424 张玥 河北省 155.44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0429 高千懿 辽宁省 163.56 金融学
181065101000432 丁一凡 四川省 149.75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0437 冯潇 河北省 154.38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0442 段雪婷 内蒙古自治区 149.56 会计学
181065101000443 赵炜翌 黑龙江省 150.13 工商管理
181065101000444 申鸿雨 重庆市 155.5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0445 罗语涵 四川省 159.94 金融学
181065101000447 田睿轩 河北省 154.31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181065101000476 赵珂宇 宁夏回族自治区 156.75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487 孟佳缘 辽宁省 155.75 会计学
181065101000527 孙翔宇 山东省 158.81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0533 代畅 安徽省 155.8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0551 李枚烜 重庆市 149.69 会计学
181065101000555 窦志成 黑龙江省 161.81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0573 曹廖滢 湖南省 154.25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596 唐庄鉴 四川省 150.19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0614 赵文萱 四川省 156.13 工商管理
181065101000622 张洪瑜 重庆市 157.13 金融学
181065101000664 王泓泽 天津市 151.63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0669 郑杰夫 四川省 155.63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181065101000677 曹瀚元 黑龙江省 150.81 会计学
181065101000678 王语然 辽宁省 156.44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690 席嘉泽 内蒙古自治区 150.44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0720 刘星辰 河北省 153.88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0730 晏澜滔 重庆市 152.3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0810 王家敏 山西省 157.06 会计学
181065101000824 齐鹏飞 内蒙古自治区 152.19 会计学
181065101000838 彭路斯 四川省 150.56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0846 唐雪涵 河北省 159.63 金融学
181065101000852 尹希元 河北省 165.94 金融学
181065101000865 李秦宇 湖北省 152.25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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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总成绩 预录取专业
181065101000872 张淇 山东省 153.63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181065101000933 关雨欣 辽宁省 153.56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0956 常驰睿 辽宁省 157.5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1008 吴与伦 江苏省 157.56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1009 杨一帆 陕西省 150.75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181065101001035 祝昊泽 黑龙江省 165.06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1045 牛晓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56.44 会计学
181065101001047 薛雅文 河北省 153.88 会计学
181065101001051 王天璐 内蒙古自治区 151.94 会计学
181065101001077 蔡宇轩 河北省 154.25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1084 赵佳璇 河北省 153.63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1105 白玮瀛 山东省 161.81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1128 厉智 黑龙江省 158.75 会计学
181065101001152 贺子旋 重庆市 156.94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1183 田昌海 吉林省 159.81 金融学
181065101001193 陈宇澜 江苏省 154.3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1195 贾昭南 山东省 156.88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1225 华子玥 重庆市 161.69 金融学
181065101001233 蔡辰昊 山西省 159.13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1278 薛佳 贵州省 155.13 会计学
181065101001298 冉宛玉 黑龙江省 154.75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1304 张健翔 安徽省 150.88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1315 夏唯一 黑龙江省 148.94 会计学
181065101001327 宋海玥 辽宁省 157.25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1334 叶铭轩 黑龙江省 158.44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1336 沈林燮 福建省 149.31 保险学
181065101001364 刘沐君 湖南省 156.13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1377 杜昂 河北省 164.5 金融学
181065101001401 关涵月 山西省 161.75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1435 成昊远 陕西省 159.19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181065101001453 黄呈彬 吉林省 157.5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1489 陈禹逍 黑龙江省 148.69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1519 赵景怡 吉林省 154.88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1522 冯国洲 辽宁省 161 金融学
181065101001554 马志诚 河北省 150.5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1556 周璞瑀 安徽省 158.31 保险学（精算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1576 沈一凡 浙江省 165.44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1599 赵文琦 吉林省 159.13 金融学
181065101001607 朱越凤 山东省 163.63 金融学
181065101001622 赵嫣然 河南省 151.5 保险学
181065101001689 成卓熹 四川省 164.81 金融学
181065101001692 赵欣悦 山东省 160.88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1700 俞俊臣 江苏省 165.13 金融学
181065101001727 李嘉 山东省 161.19 金融学
181065101001755 杨师哲 陕西省 154.3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1758 唐艺源 四川省 160.81 金融学
181065101001766 马灵珊 山东省 150.13 会计学
181065101001785 姚玉洁 山东省 155.8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1829 程圣宇 江苏省 164.69 金融学
181065101001852 阳浩 湖南省 152.31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1865 朱俊 江西省 155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1869 闫泳州 河北省 155.56 保险学
181065101001911 武庚辰 山西省 159.81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181065101001923 范爽 辽宁省 154.94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1932 周应溥 重庆市 155.63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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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65101001937 刘欣宇 四川省 153.38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1942 崔宇鑫 黑龙江省 152.25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1968 申泽辰 河北省 154.88 财政学
181065101001988 王思弘 河南省 148.94 工商管理
181065101002048 袁宸扬 河北省 158.5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2063 徐子洋 内蒙古自治区 163.38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2069 范思傲 吉林省 160.38 金融学
181065101002076 尹文静 安徽省 158.56 金融学
181065101002123 赵伊凡 河北省 155.81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2165 唐志远 山东省 154.69 会计学
181065101002173 王轶林 河南省 163.88 金融学
181065101002184 易天灏 四川省 155.38 财政学
181065101002192 都昱君 甘肃省 153.75 人力资源管理
181065101002202 胡晓岚 广东省 155.25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2216 郑成睿 山东省 154.63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2251 徐子杰 河北省 162.44 金融学
181065101002257 王雨辰 吉林省 157.88 金融学
181065101002267 郭晨曦 四川省 161.69 金融学
181065101002334 冯俊僖 重庆市 150.13 保险学
181065101002344 李博雅 山西省 153.63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2347 张北 内蒙古自治区 157.5 会计学
181065101002358 唐斌朝 四川省 156.5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181065101002361 包嬬嫣 重庆市 155.25 人力资源管理
181065101002376 王晨旭 河北省 151.38 保险学
181065101002397 刘益宏 重庆市 150 财政学
181065101002416 苏恬婧 广西壮族自治区 155.19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2425 卢笛 河北省 161.56 金融学
181065101002434 刘嘉乐 河南省 158.19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2448 王铄 河南省 150.06 电子商务（支付结算方向）
181065101002477 李北玉 四川省 154.31 保险学（财务与会计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2533 李西玉 四川省 160.25 金融学
181065101002577 周玉倩 江苏省 158.94 金融学
181065101002595 孙培珂 山东省 153.44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2631 张清源 安徽省 154.31 商务英语
181065101002670 郑浩然 山东省 154.13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2672 马浩然 山西省 166.69 金融学
181065101002731 付文钥 辽宁省 161.63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2748 刘昱辰 河北省 154.56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2767 孟钰皓 河南省 152.81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2771 谢天 河南省 160.5 会计学
181065101002780 苍奕萌 河北省 157.69 金融学
181065101002927 伍夏锐 重庆市 154.75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181065101002931 侯瑞林 辽宁省 165.25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2963 王心潼 湖北省 151.69 会计学
181065101003002 文元辰 吉林省 156.19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3027 邱程 重庆市 152.44 保险学
181065101003056 陈静 山东省 150.56 法学（法学与会计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3171 谭婉羚 重庆市 152.13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3182 吕浦琦 河北省 155.38 财政学
181065101003192 付越洋 河南省 157.5 金融学
181065101003207 岑颖欣 广东省 152.25 市场营销
181065101003210 沈亦轩 安徽省 165.38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3220 郭应辰 山东省 167.06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3232 杨滨毓 吉林省 151.06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252 张泽立 重庆市 158.19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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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65101003271 李宜腾 河北省 162.75 金融学
181065101003275 许可钦 河北省 158.38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3312 李一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62.44 金融学
181065101003321 刘慧玮 内蒙古自治区 157.56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3350 赖兵 四川省 151.13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388 王帅力 吉林省 152.69 财政学
181065101003391 李宸 安徽省 160.75 金融学
181065101003398 李浩男 辽宁省 152.75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420 陆溢 贵州省 152.75 会计学
181065101003425 葛润葳 江西省 156.69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3507 林泽深 广西壮族自治区 161.44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181065101003535 郭安琪 辽宁省 155.75 会计学
181065101003539 孙越 山东省 152.3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569 陈荟行 浙江省 152.69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3578 唐张曦 江西省 151.13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3585 蒋泽涵 河北省 158.56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638 罗汉成 四川省 166.75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班）
181065101003657 闫东岳 吉林省 154.19 会计学
181065101003688 徐晗 安徽省 154.75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707 刘敏轩 湖南省 159.25 金融学
181065101003720 周煜坤 湖北省 155.8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725 任力言 四川省 160.19 金融学
181065101003741 张泽依 河北省 152.13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3787 吕丽菲 山东省 151.5 商务英语
181065101003789 侯睿 山东省 153.69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833 孙嘉圻 吉林省 152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834 纪文馨 河南省 158.75 财政学
181065101003842 杨天越 河北省 152.44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905 李卓澜 河北省 153.38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911 谭麟羽 辽宁省 152.31 工商管理
181065101003930 朱建恒 河南省 151.5 经济统计学
181065101003931 孙栋 辽宁省 158.63 会计学
181065101003932 纪雪 山东省 162.31 国际经济与贸易（双语实验班）
181065101003957 李玉婷 四川省 162.13 会计学
181065101003959 陈启明 河南省 151.44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3980 曲嘉华 黑龙江省 155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181065101003994 吴琼 辽宁省 151.25 财政学
181065101004016 王潇 重庆市 158.63 经济学（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
181065101004058 赵日鑫 辽宁省 150.38 金融学（证券与期货方向）
181065101004070 董玉超 安徽省 166.81 金融学
181065101004099 陈嘉辉 湖北省 156.25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4156 李晓琳 河南省 155.13 财务管理
181065101004245 史昀辉 河北省 154.88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4290 薛原 山东省 151.75 会计学
181065101004316 陈嘉凯 内蒙古自治区 150.31 新闻学（经济新闻方向）
181065101004348 赵子淇 北京市 156 人力资源管理
181065101004389 张文馨 辽宁省 164.38 金融学
181065101004430 丛麟沣 吉林省 156.19 财政学
181065101004477 张家硕 吉林省 155.19 金融工程
181065101004550 金清源 吉林省 161 金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