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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3 年通过夏令营选拔推荐免试研究生候选人名单  

 

根据学员在夏令营的综合表现，按照复试成绩排名（满分 100 分，其中专业及综

合能力 40 分，研究报告 40 分，英语能力 20 分），择优确定我院 2023 年通过夏令营

选拔推荐免试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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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就读方式 

1 李诗睿 北京林业大学 
梁希实验班（农林经

济管理） 
87.96 国民经济学 直接攻博 

2 赵倪可 西南财经大学 财政学 88.04 财政学 直接攻博 

3 于东立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经济管理试验班 85.48 财政学 直接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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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试成绩 申请专业 

1 翁煜晗 湖南大学 会计学 79.52 财政学 

 

根据学员在夏令营的综合表现，按照复试成绩排名（满分 100 分，其中专业及综

合能力 70 分，英语能力 30 分），择优确定我院 2023 年通过夏令营选拔推荐免试硕士

研究生候选人资格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1 戴睿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学 85.96 国民经济学 

2 任昱昭 山西大学 经济学 85.04 国民经济学 

3 韦佳妤 兰州大学 经济学（基础理论班） 88.92 财政学 

4 洪海 安徽大学 经济学 88.54 财政学 

5 姜思睿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 87.08 财政学 

6 谢雨蓉 南京农业大学 投资学 84.96 财政学 

7 陈逸婧 东北财经大学 财政学 84.26 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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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8 孔豪强 华中师范大学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82.84 房地产经济学 

9 党凡惠 东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2.80 税收学 

10 陈思岐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双语实验班） 87.74 投资经济 

11 柳一涵 华侨大学 金融学 86.94 投资经济 

12 简科磊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社会学 85.54 投资经济 

13 慕好奇 西安交通大学 贸易经济 88.36 税务硕士 

14 余乐涵 上海海洋大学 
工商管理（食品经济管

理） 
88.08 税务硕士 

15 宁知璇 山东大学 财政学 88.06 税务硕士 

16 李颖 华中农业大学 财务管理 87.76 税务硕士 

17 王可好 四川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7.50 税务硕士 

18 李星蓝 南京师范大学 金融学 87.44 税务硕士 

19 薛欣驰 苏州大学 经济学 87.12 税务硕士 

20 彭晨茜 安徽大学 税收学 87.02 税务硕士 

21 陈家奇 江南大学 会计学 86.82 税务硕士 

22 张楷涵 吉林大学 财政学 86.58 税务硕士 

23 吴沆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会计学 86.56 税务硕士 

24 胡思雨 武汉理工大学 会计学 86.00 税务硕士 

25 吴静柔 江西农业大学 会计学 85.92 税务硕士 

26 余桂琳 华中科技大学 财政金融 85.86 税务硕士 

27 姚诗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5.84 税务硕士 

28 孙愉媛 大连海事大学 财务管理 85.70 税务硕士 

29 郭星颖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5.70 税务硕士 

30 肖青 江西财经大学 财政学 85.58 税务硕士 

31 彭娜 暨南大学 税收学 85.34 税务硕士 

32 柯雨露 中央财经大学 税收学 85.32 税务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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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33 谷含荑 中央财经大学 税收学 84.88 税务硕士 

34 陈诺 东北师范大学 会计学（中美合作） 84.80 税务硕士 

35 柴瑜旋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84.76 税务硕士 

36 柳灿灿 苏州大学 财政学 84.70 税务硕士 

37 李扬均 中央财经大学 税收学 84.68 税务硕士 

38 华婉婷 海南大学 财务管理 84.56 税务硕士 

39 虞静怡 浙江工商大学 会计学 84.54 税务硕士 

40 李荣 湖南大学 财政学 84.44 税务硕士 

41 洪景昱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4.40 税务硕士 

42 孟令宇 北京理工大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84.04 税务硕士 

43 肖睿洁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4.00 税务硕士 

44 章姝颖 山东大学（威海） 会计学 83.70 税务硕士 

45 陈沛璇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83.70 税务硕士 

46 杜秉尚 南京理工大学 会计学 83.60 税务硕士 

47 丁玉姣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3.60 税务硕士 

48 黄晨暄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3.48 税务硕士 

49 刘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税收学（税务师） 83.30 税务硕士 

50 王欣悦 厦门大学 财政学 83.26 税务硕士 

51 赵文琳 北京语言大学 
金融学（拔尖人才实验

班） 
83.10 税务硕士 

52 王慧琳 兰州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2.92 税务硕士 

53 林静蓉 暨南大学 财政学 82.62 税务硕士 

54 徐欣菲 中南大学 会计学 82.62 税务硕士 

55 耿宇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财务管理 89.52 资产评估硕士 

56 黄婉莹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金融学 89.20 资产评估硕士 

57 韩嘉旋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英语强化） 88.84 资产评估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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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58 杨展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学（英语强化） 88.66 资产评估硕士 

59 陈偲绮 西南大学 会计学 88.62 资产评估硕士 

60 郭馨仪 华中科技大学 会计学 88.50 资产评估硕士 

61 周静知 重庆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8.46 资产评估硕士 

62 张琳霏 河南大学 金融学（明德计划） 88.30 资产评估硕士 

63 杨雨歌 西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87.56 资产评估硕士 

64 吴澄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投资学 87.04 资产评估硕士 

65 黄一飞 华中科技大学 会计学 86.86 资产评估硕士 

66 鲍文静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 86.68 资产评估硕士 

67 张雨薇 华北电力大学 金融学 86.66 资产评估硕士 

68 蒋秋颖 山东大学（威海） 金融学 86.54 资产评估硕士 

69 赵怡 四川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6.54 资产评估硕士 

70 何雨欣 西南财经大学 会计学（双语实验班） 86.34 资产评估硕士 

71 欧洋洁 西南财经大学 投资学 86.24 资产评估硕士 

72 韦彦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经济学 86.08 资产评估硕士 

73 苗思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财务管理中加合作 85.96 资产评估硕士 

74 朱远馨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

向） 
85.92 资产评估硕士 

75 刘昕彦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学 85.36 资产评估硕士 

76 秦蓁 上海大学 金融学 85.32 资产评估硕士 

77 张权 中央民族大学 财政学 85.18 资产评估硕士 

78 杨东平 华侨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5.04 资产评估硕士 

79 施美晨 江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国际会计） 85.00 资产评估硕士 

80 孙吴婕 河海大学 会计学 84.78 资产评估硕士 

81 张晨颖 中国农业大学 会计学 84.72 资产评估硕士 

82 陈盈盈 南京理工大学 会计学 84.70 资产评估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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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拟录取专业 

83 崔浩然 山东大学（威海） 会计学（国际实验班） 84.68 资产评估硕士 

84 何海绘 湖南大学 会计学 84.62 资产评估硕士 

85 张浩堋 吉林大学 金融学 84.48 资产评估硕士 

86 王耀 吉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84.46 资产评估硕士 

87 张锶瑶 湖南大学 财务管理（金融工程） 83.96 资产评估硕士 

88 左雯杰 江南大学 会计学 83.92 资产评估硕士 

89 戴雪吟 南京农业大学 投资学 83.90 资产评估硕士 

90 付家玮 重庆大学 工程管理 83.68 资产评估硕士 

91 于滟文 华中农业大学 财务管理 83.52 资产评估硕士 

92 吉雪莲 西南财经大学 财务管理（双语实验班） 83.26 资产评估硕士 

93 许珲函 华中科技大学 财务管理 82.98 资产评估硕士 

94 王擘飞 湖南大学 财务管理（金融工程） 82.84 资产评估硕士 

95 唐菀卿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88.46 行政管理 

96 于晴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行政管理 88.22 行政管理 

97 李安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88.56 社会保障 

98 戴瑞芸 华东理工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85.30 社会保障 

99 江元楷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82.06 社会保障 

100 孟令婕 吉林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86.30 公共政策 

101 马文桐 东北大学 行政管理 85.52 公共政策 

102 赵国正 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81.58 政府预算管理 

 

根据复试成绩排名，其中同分者按照专业及综合能力成绩排名，获得候选人后备

资格的学生名单及候补排序如下：  

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候补排序 申请专业 

1 赵文婷 郑州大学 经济学 84.94 1 国民经济学 

2 曹敬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 84.08 1 财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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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候补排序 申请专业 

3 田居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程造价 78.48 1 房地产经济学 

4 康毅 四川大学 财政学 82.68 1 税收学 

5 张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经济学（创新实

验班） 
83.94 1 投资经济 

6 高佳楠 西南财经大学 税收学 82.46 1 税务硕士 

7 于雨诗 长安大学 会计学 81.82 2 税务硕士 

8 刘佳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税收学 81.52 3 税务硕士 

9 赵伊静 安徽大学 财务管理 80.92 4 税务硕士 

10 马梦淇 辽宁大学 会计 80.38 5 税务硕士 

11 韩宇 西南大学 会计学 79.80 6 税务硕士 

12 李雅晴 湖南大学 会计学 79.72 7 税务硕士 

13 魏婷婷 东北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79.56 8 税务硕士 

14 欧阳柯冰 长沙理工大学 会计学 78.96 9 税务硕士 

15 池赋炜 西北大学 财政学 78.16 10 税务硕士 

16 陈佩琳 安徽大学 财政学 77.42 11 税务硕士 

17 张纪欣 河北工业大学 金融学 76.38 12 税务硕士 

18 国晓蕾 青岛大学 金融学 82.80 1 资产评估硕士 

19 方洁慧 武汉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专业 82.56 2 资产评估硕士 

20 黄亚琳 大连海事大学 财务管理 82.48 3 资产评估硕士 

21 李觐羽 湖南大学 金融学 82.46 4 资产评估硕士 

22 张祯婧 南华大学 
会计学（ACCA

方向） 
82.26 5 资产评估硕士 

23 冯子琦 东北农业大学 会计学 81.82 6 资产评估硕士 

24 潘红 暨南大学 金融学 81.82 7 资产评估硕士 

25 张琦瑞 湖南大学 金融学 81.64 8 资产评估硕士 

26 王艺熹 四川农业大学 资产评估 81.62 9 资产评估硕士 

27 康赫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会计学 81.54 10 资产评估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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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本科高校 本科专业 复试成绩 候补排序 申请专业 

28 卢大亮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 79.68 11 资产评估硕士 

29 李可凡 河海大学 会计学 78.28 12 资产评估硕士 

30 邹雨璇 安徽财经大学 审计学 73.88 13 资产评估硕士 

31 邱纪东 华东理工大学 行政管理 86.46 1 行政管理 

32 熊文熙 河海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78.04 1 社会保障 

33 刘悦洋 南京农业大学 行政管理 84.08 1 公共政策 

34 晏培元 湖南大学 财政学 80.36 1 政府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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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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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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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推

免生招生计划增加或校内推免计划未完成等，通过夏令营选拔推免生候选人名额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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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机会按照候补排序依次进行增补。  

4．成为我院正式推荐免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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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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