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2 年通过夏令营选拔外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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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面试成绩排名，择优确定获得我院 2022 年外

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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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备注 

1 董婷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商务 84.45 国民经济学  

2 罗会林 上海财经大学 社会学 89.41 财政学  

3 贺泽远 东北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7.78 财政学  

4 张思佳 山东大学 财政学 87.28 财政学  

5 李彦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86.61 财政学  

6 杜雨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金融学 86.38 财政学  

7 池雨乐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统计学 86.36 财政学 
直接 

攻博 

8 尹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86.58 房地产经济学  

9 杨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85.45 房地产经济学  

10 陈明蕊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91.32 税收学  

11 骆晴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7.95 税收学  

12 张雷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数学 83.8 投资经济  

13 施书炜 厦门大学 会计学 92.4 税务硕士  

14 乔越 厦门大学 财政学 90.38 税务硕士  

15 周凤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89.34 税务硕士  

16 黄林 山东大学 财政学 89.22 税务硕士  

17 姜艺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88.68 税务硕士  

18 成文迪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88.4 税务硕士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面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备注 

19 高璐冰 中国海洋大学 会计学 88.28 税务硕士  

20 陈章颖 浙江工商大学 会计学 88.2 税务硕士  

21 丁靖雯 东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7.58 税务硕士  

22 王雨欣 山东大学 财政学 86.88 税务硕士  

23 张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 86.76 税务硕士  

24 陈梓毅 江西财经大学 税收学 86.68 税务硕士  

25 肖雅琼 江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86.5 税务硕士  

26 叶子夕 江南大学 会计学 86.32 税务硕士  

27 陈张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税收学 86.3 税务硕士  

28 夏欣蕾 厦门大学 税收学 86.24 税务硕士  

29 王欣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85.96 税务硕士  

30 尹佳佳 山东大学 会计学 85.78 税务硕士  

31 吴霜 武汉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85.64 税务硕士  

32 薄碧妲 中央财经大学 税收学 85.6 税务硕士  

33 方一桐 郑州大学 会计学 85.14 税务硕士  

34 李文洁 中央财经大学 税收学 84.88 税务硕士  

35 占思诺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4.8 税务硕士  

36 沈黎珂 苏州大学 财政学 84.74 税务硕士  

37 谭宇洋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84.6 税务硕士  

38 秦旭阳 武汉理工大学 金融学 84.5 税务硕士  

39 单昱 湖南大学 财政学 84.46 税务硕士  

40 阮昶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4.32 税务硕士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面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备注 

41 薛雯瑶 中南大学 会计学 84.28 税务硕士  

42 阚文蕴 四川大学 财政学 84.28 税务硕士  

43 严菲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4.1 税务硕士  

44 张璇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4.02 税务硕士  

45 李雨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84 税务硕士  

46 邓思萍 云南大学 会计学 83.82 税务硕士  

47 高玉瑾 西南大学 会计学 83.74 税务硕士  

48 杜靓芳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学 83.14 税务硕士  

49 王欣宇 兰州大学 会计学 83.02 税务硕士  

50 段雨萱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2.9 税务硕士  

51 陈希珏 北京师范大学 会计学 82.88 税务硕士  

52 何文豪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2.22 税务硕士  

53 严佳仪 华东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91.72 资产评估硕士  

54 梁嘉惠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 90.2 资产评估硕士  

55 李依雯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 89.24 资产评估硕士  

56 史灵丽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 88.92 资产评估硕士  

57 严瑞子 兰州大学 会计学 88.56 资产评估硕士  

58 徐张洲 华中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88.5 资产评估硕士  

59 杨佳骏 中央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87.9 资产评估硕士  

60 陈雨欣 重庆大学 财务管理 87.62 资产评估硕士  

61 宗怡菁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学 87.6 资产评估硕士  

62 何恢同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 87.36 资产评估硕士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面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备注 

63 张文瑜 湖南大学 金融学 86.78 资产评估硕士  

64 王亚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资产评估 86.38 资产评估硕士  

65 罗小欧 天津工业大学 财务管理 85.84 资产评估硕士  

66 陈树民 厦门大学 金融学 85.58 资产评估硕士  

67 王化瑾 东南大学 金融工程 85.52 资产评估硕士  

68 李一帆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5.4 资产评估硕士  

69 陈安可 中国海洋大学 金融学 85.32 资产评估硕士  

70 程曦 四川大学 会计学 85.14 资产评估硕士  

71 郭畅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 85.08 资产评估硕士  

72 吕冠伯 南京理工大学 会计学 84.88 资产评估硕士  

73 李子璇 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 84.7 资产评估硕士  

74 罗千喜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7 资产评估硕士  

75 田麦可 大连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54 资产评估硕士  

76 温雅婷 西南财经大学 投资学 84.12 资产评估硕士  

77 汤景如 湖南师范大学 会计学 83.96 资产评估硕士  

78 李思源 山东大学 会计学 83.88 资产评估硕士  

79 周咏琦 山东大学 会计学 83.4 资产评估硕士  

80 高泽宇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会计学 83.34 资产评估硕士  

81 王羽茜 山东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2.8 资产评估硕士  

82 曹悦童 华中科技大学 会计学 82.76 资产评估硕士  

83 刘胜清 湖南大学 财务管理 82.6 资产评估硕士  

84 叶万怡 山东大学 会计学 82.5 资产评估硕士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面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备注 

85 杨雨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金融学 82.4 资产评估硕士  

86 马香鑫 东北农业大学 会计学 82.1 资产评估硕士  

87 李心仪 西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84.29 行政管理  

88 王力超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82.01 行政管理  

89 吴潇 安徽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90.92 社会保障  

90 周四娟 广州中医药大学 保险学 84.67 社会保障  

91 董怡宏 江南大学 工商管理 87.45 公共政策  

92 费梓萱 湖南大学 行政管理 86.68 公共政策  

93 戴可 河海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6.23 政府预算管理  

94 徐磊 苏州大学 财政学 86.13 政府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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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成绩 排序 申请专业 

1 杨敏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学 85.03 1 财政学 

2 王玥 山东大学 金融学 83.33 1 投资经济 

3 陈珂迩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1.66 1 税务硕士 

4 吕嬿妮 东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1.48 2 税务硕士 

5 胡梦凡 中国矿业大学 会计学 81.46 3 税务硕士 

6 陈曼迪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0.86 4 税务硕士 

7 仲雅慧 山东大学 金融学 81.96 1 资产评估硕士 

8 赵天珂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1.9 2 资产评估硕士 

9 薛晶晶 郑州大学 金融学 81.76 3 资产评估硕士 

10 谢水仙 中央民族大学 财务管理 81.64 4 资产评估硕士 

11 曹慧敏 山东大学 会计学 81.54 5 资产评估硕士 

12 韩雨欣 山东大学 金融学 81.12 6 资产评估硕士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面试成绩 排序 申请专业 

13 王宇轩 华中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80.68 7 资产评估硕士 

14 韩佳宁 北京化工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81.79 1 行政管理 

15 汤梦婷 安徽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83.53 1 社会保障 

16 周诗睿 厦门大学 行政管理 86.08 1 公共政策 

17 张秀清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85.54 2 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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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行规〔 2021〕

25 号）相关规定及我院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自定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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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将在 9

月对推荐免试候选人前六个学期的学习成绩或综合测评成绩排名正式证明等材料进行

审核，不符合相关规定者将取消候选人资格。  

2.我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尚未确定，如因各专业招生计划调整或校内推

免录取名额未完成等使得推免生招生计划增加，通过夏令营选拔推免生候选人名额也

将同步调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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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或招生计划调整情况下，方有机会按照面试成绩排序依次进行增补。若拟

录取类别为直接攻博的候选人主动放弃或未达到注意事项 1 中要求，则不再补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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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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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1 年 7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