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6 级本科生转专业学生名单公示 

根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河财政教[2014]16

号)文件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关于 2017年度转专业、专业分流以及主辅修专业

互换等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河财政教【2017】36号）文件精神，经学生本

人申请、转出院系同意、转入院系考核、学校审核，同意我校 2016 级 365名本

科生转专业，现将学生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

请及时反馈给教务处。 

公示时间：2017 年 6月 14日—6月 20日  

   电    话： 0371-86158313  

附件：2016级本科生转专业学生名单 

2016 级本科生转专业学生名单 

学号 姓名 转入学院 

转入专业名称 

（含方向） 转出学院 

转出专业名称

（含方向） 

20163407762 刘晓辉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类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7695 王贝 法学院 法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1541 邱明敬 法学院 

法学（国别经贸法律方

向） 法学院 法学 

20163400597 付慧芳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3885 谢红纪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4918 武珂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979 张紫晴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4990 张家豪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4981 余倩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4318 胡毓茹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5022 孙春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008 胡珍珍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094 宋丙磊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4561 赵轶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4571 靳欣欣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20163401485 杨丹青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7286 徐浩然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610 庞晓月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469 谢沛昂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1285 白利聪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经济学院 

经济学（能源经济

管理方向） 

20163401280 孙齐齐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经济学院 

经济学（能源经济

管理方向） 

20163402432 赵倩倩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经济学院 

经济学（能源经济

管理方向） 

20163400659 岳亚方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0196 安贤哲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195 张银萍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750 陈雨柯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20163400059 张议丹 会计学院 会计学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类 

20163400171 孙继贞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0178 马佳慧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2529 杨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0170 谢晓晴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0172 张彤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7218 徐婕妤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0551 许秋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2569 杨娟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87 李文燕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17 马珺婷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64 杜梦月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89 张诗仪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72 王祎瑶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19 周晓东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40 丁娟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30 郭艳青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601 司淑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615 苏雨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600 陈雪华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2646 范爽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2651 王晓曼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601 司淑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367 霍晓楠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06 马怡铭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99 申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46 张阳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86 王雅婷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63 王秋玉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70 周森帝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56 陈甜甜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87 荣灿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78 张露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34 王惠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65 李娇阳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00 董苗苗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504 郭园园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37 黄闪闪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2562 尉艳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1258 郑文瑶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70 谢盼盼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74 杜格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能源经济

管理方向） 

20163401879 刘帅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 

20163402663 余虹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0629 楚海辉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0660 郭上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1828 陈佳慧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0644 侯红茁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2575 郭凯月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2473 方质玉 会计学院 会计学 外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 

20163400184 张梦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222 贾敬云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188 武迪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183 李伶俐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2537 钟方方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217 刘薇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1494 李云梦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2544 何佳洋 会计学院 会计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990 王梦丽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163401010 周志慧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163401011 白玉霜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163400992 马依帆 会计学院 会计学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20163405733 马梦圆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5737 王静静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6210 李瑞瑛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5761 杨晨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6198 张睿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5725 王子航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6202 王聪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5744 景文沛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5824 李昆洋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6326 张婷婷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5818 马好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6324 刘沅羲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6325 肖传敏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5827 李越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6363 陈玉韫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6340 李文馨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852 闫爽昕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862 张乃千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867 孟成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854 李嘉琪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6367 杜雅婕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651 尚峥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作办学) 

20163405661 宋佳璇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作办学) 

20163405600 赵恒辰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作办学) 

20163405959 朱育昂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合作办学) 

20163406548 于宁博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合作办

学)（金融信息化方

向） 

20163406185 王晶熠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合作办

学)（金融信息化方

向） 

20163406166 崔笑芸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合作办

学)（金融信息化方

向） 

20163406171 郑龙时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合作办

学)（金融信息化方

向） 

20163405682 赵佳琪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30 姜晨雨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99 李露瑶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37 李银娇 会计学院 会计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0734 李小雪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20163407169 孙玥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20163400076 张梦云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类 

20163400499 郑宇凡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1256 孙茂清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48 张鹏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84 冉卓瑜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经济学院 

经济学（能源经济

管理方向） 

20163401868 郑佩琰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 

20163400653 韩家慧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2664 张煜婧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1009 李瀛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会计学院 资产评估 



向） 

20163400449 贠荣姝 会计学院 审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1227 杨洁茹 会计学院 审计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7480 曹畅峰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4312 王涵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6788 王双燕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923 贾娜娜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7640 胡雅娟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7664 黄清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6998 杨帆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

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0148 崔胜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7766 陈杰妮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7471 栾宗齐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0185 苏千洁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186 冀元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118 宋鹤 金融学院 金融学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类 

20163400056 李淑怡 金融学院 金融学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类 

20163401444 宁成钱 金融学院 金融学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类 

20163401423 王欣瑶 金融学院 金融学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类 

20163407275 顾锦熔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0175 齐晓梦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20163401529 冯宁欣 金融学院 金融学 法学院 

法学（国别经贸法

律方向） 

20163400309 赵小婷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刑事司法学院 

法学(刑事司法方

向) 

20163400575 何适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36 孙浩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0521 姚季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63402652 杜泽宇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599 李思宇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596 赵彦侠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614 谭君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项目管



理方向） 

20163400372 王梦杰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80 郭莉莹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48 张郁丛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02 孙璐瑶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95 刘梦迪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7437 曹明月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88 陈凯月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42 贺丹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328 杨爽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7776 张灵睿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0443 王迪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7347 白芳宁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20163401197 张梦晓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 

20163407446 宋田雨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37 程浩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63 郭鹏松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7209 姚雨薇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50 郑梦可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64 张丽华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1215 赵金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计量

方向） 

20163400634 杨博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1841 白晓涵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163407691 乔创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219 冯琮玮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7212 黄婉艺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189 王冰琪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5741 董泳杞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5853 王婉莹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866 桑宁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

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580 王培元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合作办学) 

20163405966 牛强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合作办学) 

20163406456 王锐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合作办学) 

20163405958 王璐怡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合作办学) 

20163405949 程康庭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合作办学) 

20163404004 宋芸书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 

20163406849 林辰宇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5458 袁晗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572 胡金延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78 吴卫平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72 温兆昱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97 魏吟竹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74 徐瑶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80 陈坤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67 张莹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62 李亚真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548 刘丽丽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485 岳司琦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538 蔡荞米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6183 程露露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合作办

学)（金融信息化方

向） 

20163405027 赵雪淳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638 李文晋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28 王晶晶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42 吴克强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34 袁逍涵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35 吴子棋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31 马淼洋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367 孙家玺 金融学院 金融学(俄罗斯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 

20163406211 徐秦霞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合作办

学） 

20163405846 杨震宇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5823 杨金月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5826 张琳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合作办

学) 

20163406372 杨依晨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5855 郭锡燠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

办学) 

20163406190 范文扬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合作办

学)（金融信息化方

向） 

20163406161 王梦阳 金融学院 金融学（合作办学)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合作办

学)（金融信息化方

向） 

20163407826 邵婷婷 金融学院 投资学 经济学院 

经济学（能源经济

管理方向） 

20163407693 梅韵泽 金融学院 投资学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20163400371 苏浩成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0163404746 张博华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4878 叶丛丛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7714 杨子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97 杨智慧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4843 姜宜雯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6778 沈书然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 

20163405067 王艺霏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109 姜雨婷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026 岳梦晴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010 苏涵毅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007 安金玉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7307 吴洋帆 民商经济法学院 知识产权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3836 刘建华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798 张淑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34 方丹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06 姚勤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906 谢鸿冰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89 贾梦然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70 赵伟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91 卫包镕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7304 张颖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92 佀淑情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315 孙思阳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59 王贺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45 袁静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331 张莉婷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4348 于昊男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59 袁冰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42 韩冰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81 石雲凤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78 浮梦婷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52 杜萱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424 石玉敏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7306 张睆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421 冯一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61 王梦瑶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92 王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50 陈顺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415 孙敏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428 杨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60 肖廷廷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90 董木兰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402 陈子娜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43 张婉月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363 郭梦晗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420 张玉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4434 杜涵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体育教研部（体育系） 体育经济与管理 

20163404566 郭雅晖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4550 楚冰洁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4570 康欣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6997 张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金融数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3813 王江平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10 杨启帆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08 葛星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7059 陈鹤丽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16 周璐瑶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02 张丽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7745 谭艳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38 王凯月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23 张亚男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827 韦玮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4727 谢媛媛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7058 徐彩月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3905 张馨方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55 黄梦亭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74 董娟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73 邵娴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90 陈仪静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93 高一鸣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4885 焦淑焕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904 林梦薇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67 王涵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59 贾逸茹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910 王依依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881 陈雪纯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930 周梦玲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3916 邵莹莹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类 

20163404253 陈焕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63 王晓娅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91 杨屹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87 高爽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305 吴紫茵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96 刘宛滢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6852 郭芷琳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302 栗荣燕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304 张梦茹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66 胡继航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78 李睿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260 尹妮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53403475 马巧凤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4317 胡乐婵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4395 邵晓妍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数学类 

20163405123 韩士磊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体育教研部（体育系） 体育经济与管理 

20163404458 蔡名扬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460 李文娟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456 王钰鑫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501 霍婷婷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496 刘鑫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7377 迟璐婕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508 张祎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535 魏玺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480 张源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474 贺嫄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521 薛景怡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477 党鑫鑫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统计学院 统计学类 

20163404562 曾会锋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7663 张沥元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7662 黄琴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4560 燕妮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7571 冉家梦 统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物业管理 

20163404337 耿慧敏 统计学院 统计学（数据工程方向）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4436 朱维娜 统计学院 统计学（数据工程方向） 体育教研部（体育系） 体育经济与管理 

20163407650 雷娇娇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风险管理与

精算方向）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20163407489 郭姝静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风险管理与

精算方向）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20163407488 赵慧丽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风险管理与

精算方向）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20163404261 杨腾娇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风险管理与

精算方向）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7537 侯亚荣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学（风险管理与

精算方向） 旅游与会展学院 旅游管理类 

20163405688 李星蓉 文化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4774 李佩珊 文化传播学院 广告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理科学类 

20163405075 张淼 文化传播学院 广告学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044 姜帅杰 文化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003 张影 文化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7738 刘佳蔚 文化传播学院 秘书学 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 

20163405087 王倩 文化传播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2447 范文锦 文化传播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外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类 

20163404803 董子榕 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20163404995 郭梦托 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农业经济管理类 

20163405101 王宇新 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学 社会学系 社会工作 

20163405558 李知臻 刑事司法学院 法学(合作办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合作办学） 

20163405709 高泽惠 刑事司法学院 法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683 毛轩 刑事司法学院 法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5702 毛荣 刑事司法学院 法学(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合作办

学) 

20163402889 张雨萌 艺术系 环境设计 艺术系 绘画 



20163402903 许晴 艺术系 环境设计 艺术系 绘画 

20163402900 何思逸 艺术系 环境设计 艺术系 绘画 

20163402886 蔡锐 艺术系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系 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