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院校及专业

1 吴泫锡 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

2 夏妍 财政税务学院税收学

3 胡光海 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

4 刘凯 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

5 张子晨 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

6 侯帮淮 财政税务学院财政学

7 张佳英 统计与数学学院应用统计

8 袁之之 统计与数学学院金融数学

9 胡前擎 统计与数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

10 谭家莉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学

11 覃桂华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学

12 谭云晶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数字媒体艺

术

13 黄丽梅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传播类

14 柳倩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传播类

15 欧大红 经济学院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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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赵莹 经济学院国际商务

17 郑诗琪 经济学院国际商务

18 何非凡 经济学院经济学

19 涂显妃 经济学院经济学

20 肖逸丹 经济学院国际商务

21 王如意 经济学院国际商务

22 李娜娜 哲学院社会学

23 杨非 哲学院国际政治学

24 曹静媛 公共管理学院劳动关系

25 孙金晶 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

26 王亚雪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27 唐金桥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

28 徐培婷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

29 吴珂 会计学院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30 周思敏 会计学院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31 谢雨晴 会计学院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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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刘明明 会计学院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33 程莹 会计学院会计学

34 许亚茜 会计学院会计学

35 鲁周群 会计学院财务管理

36 查大鑫 会计学院会计学（注册会计师）

37 侯兰 会计学院财务管理

38 张浩 文澜学院经济管理试验班

39 胡小琪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

40 肖新星 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

41 周创宇 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

42 鲜于乐洋 外国语学院英语

43 魏倩文 外国语学院英语

44 谭倩 外国语学院英语

45 黄爱鲜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46 王运玲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环境工程

47 鲁坤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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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杨小连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49 邵文华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环境工程

50 黄玉民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51 冀佳惠 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安全工程

52 杜璐璐 金融学院金融学

53 蒋前娇 金融学院保险学

54 张雪君 金融学院金融学

55 李冬梅 金融学院投资学

56 杨亚炫 金融学院投资学

57 范亚玲 金融学院金融学

58 黄渝琳 金融学院金融工程

59 郭佳琪 金融学院金融工程

60 陈婷婷 金融学院保险精算

61 王语莲 金融学院金融学

62 黄苑 工商管理学院电子商务

63 朱慧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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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张娜娜 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

65 程飞燕 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

66 何爱珍 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67 张永静 工商管理学院电子商务管理

68 岳清淑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69 项仪 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

70 黄俊 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

71 谢芳鸿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72 李金沙 工商管理学院物流管理

73 李玥 工商管理学院管理科学

74 刘菲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75 赵梦阳 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

76 潘蓉 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

77 张妙龄 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

78 何金英 法学院法学

79 朱朝霞 法学院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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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刘萍 法学院法学

81 林晶晶 法学院法学

82 刘倩 法学院法学

83 杨倩 法学院法学

84 胡娟 法学院法学

85 梁梧钧 法学院法学

86 朱莉蓉 法学院法学

87 吴晴晴 法学院法学

88 黄冰冰 法学院法学

89 韩振燕 法学院法学

90 熊万杰 法学院法学

91 杨茹 法学院法学

92 常春 法学院法学

93 范文燕 法学院法学

94 李莉萍 法学院涉外经贸法方向

95 周太平 刑事司法学院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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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杨玉英 刑事司法学院司法

97 柳敬贤 刑事司法学院边防管理

98 罗连凤 刑事司法学院法学

99 阳鹏 刑事司法学院治安学

100 刘欣源 中韩新媒体学院电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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