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2017 年通过

夏令营选拔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候选人名单  

 

根据学员在夏令营的综合表现，按照夏令营总成绩（满分 100 分，

笔试成绩 50分、面试成绩 40分、头脑风暴 10 分）排名，择优确定获得我院

2017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候选人资格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夏令营总成绩 拟录取专业 

1 张心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学 87.83 区域经济学 

2 田媛 南开大学 会展经济与管理 84.06 区域经济学 

3 彭宁颖 湖南大学 金融学 83.34 区域经济学 

4 李舜禹 西南大学 经济学 82.94 区域经济学 

5 李琪琪 大连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1.63 区域经济学 

6 黄淀一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 77.39 区域经济学 

7 刘韵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会计学 68.41 国防经济 

8 刘得民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86.89 城市经济与管理 

9 常荣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5.72 城市经济与管理 

10 曾逍奕 四川农业大学 金融学 80.93 城市经济与管理 

11 周举 厦门大学 经济学 80.90 城市经济与管理 

12 邱东璇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 80.47 城市经济与管理 

13 蔡彦 重庆大学 能源经济 78.45 能源经济 

14 张诗琪 四川农业大学 金融学 77.17 能源经济 

15 宗玥辰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 83.91 农业经济管理 

16 徐一苇 华中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82.87 农业经济管理 

17 陈文静 北京林业大学 金融学 78.89 林业经济管理 

 

获得候选人后备资格的学生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夏令营总成绩 申请专业 

1 赵忱 四川大学 国民经济管理 77.10  区域经济学 

2 江歆洋 四川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6.81  区域经济学 

3 张如涵 湖南大学 金融学 75.73  区域经济学 

4 代良志 四川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5.30  区域经济学 

5 陈璐 中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5.17  区域经济学 

6 张梦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 74.65  区域经济学 

7 黄静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74.50  区域经济学 

8 曾悦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74.47  区域经济学 

9 金竹欣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74.17  区域经济学 

10 林倩云 中央民族大学 金融系 74.06  区域经济学 

11 刘玲 安徽财经大学 应用统计学 73.14  区域经济学 



12 范雨 安徽大学 财务管理 72.78  区域经济学 

13 孙宜笑 上海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经济统计 72.57  区域经济学 

14 张瀚文 大连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2.41  区域经济学 

15 黄娟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商务 72.22  区域经济学 

16 尤可为 上海理工大学 金融学 72.00  区域经济学 

17 陶然 吉林大学 财政学 67.71  区域经济学 

18 李涛 山西大学 金融学 66.74  区域经济学 

19 王歆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金融学 66.44  区域经济学 

20 张幸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9.65  城市经济与管理 

21 赵伟 合肥工业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8.59  城市经济与管理 

22 钱思嘉 厦门大学 经济学基地班 77.11  城市经济与管理 

23 陈思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统计 76.66  城市经济与管理 

24 姜欣宜 河海大学 工商管理 73.76  城市经济与管理 

25 陈钰瑶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73.13  城市经济与管理 

26 杨倩倩 华侨大学 金融学 71.36  城市经济与管理 

27 方奕鸿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69.34  城市经济与管理 

28 于博文 四川大学 金融学 67.83  城市经济与管理 

29 杨丽丽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 66.26  城市经济与管理 

30 刘雅薇 燕山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81.53 农业经济管理 

31 徐宁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会计 72.43 农业经济管理 

32 董涵 海南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69.84 农业经济管理 

 

 

注意事项：  

1、所有推荐免试候选人（含本校和外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均须符合《上

海财经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获得本科所在学校正式推荐免试资格，方可成为我

院正式的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2、获得候选人后备资格的学生只有在所申请专业的候选人主动放弃或

未达到注意事项 1 要求情况下，方有机会依次增补。  

3、成为我院正式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推免候选人，需在规定时间登

陆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 (http://yz.chsi.com.cn/tm/)，在系统中报考



我校，并确认我校复试及录取通知；在规定时间未填报的学生，将视为

放弃候选人资格。具体请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的后续通知。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2016 年 7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