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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助梦奖学金 

拟奖励名单 

 

序号 姓名 本科院校 研究生录取院校 

1 杨淼淼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2 袁文清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 

3 张如旭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4 黄  敏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5 王楠楠 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 北京物资学院 

6 张振利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7 汤  超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大学 

8 纵奇袁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9 杨田田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 吕  畅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11 卿雨茜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12 陈美静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13 高国访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 

14 邱茹芸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广东财经大学 

15 蹇  雳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 云南财经大学 

16 魏科建 天津商业大学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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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潘仕借 天津商业大学 贵州大学 

18 谢兴安 天津商业大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19 贾  昕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20 王  楠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21 李新宇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商业大学 

22 解吕晴 福建江夏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 

23 周佳慧 湖北经济学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4 蔡潇远 湖北经济学院 西北大学 

25 祁佳静 湖北经济学院 兰州大学 

26 刘  倩 湖北经济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 

27 沈秋怡 湖北经济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28 周二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9 陶俊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0 杜雨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大学 

31 杨启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2 林  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33 邵  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4 叶和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5 曾英莹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36 孙超男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 

37 唐  露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38 徐晓艺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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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李海科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40 卢  琳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南开大学 

41 唐  林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42 白国宏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3 吴  涵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44 刘  慧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武汉大学 

45 卢宛君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46 盛方丽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47 黄嘉欣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48 杨启晨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厦门大学 

49 姚欣悦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50 闫  芳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大学 

51 郭康翠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 

52 徐彩虹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 

53 徐  莹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厦门大学 

54 党海盼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55 陈  凯 天津工业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56 倪秀亚 哈尔滨金融学院 安徽大学 

57 关珊珊 哈尔滨金融学院 哈尔滨商业大学 

58 锁配敏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59 林仲未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60 赵庆兰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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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刘家宝 江西财经大学 厦门大学 

62 郭子睿 江西财经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63 李筱锋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64 尹薇玥 江西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65 侯沙沙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大学 

66 胡  迪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67 胡锦泉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68 胡慧珍 云南财经大学 河海大学 

69 马理纤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财经大学 

70 董文丽 云南财经大学 贵州大学 

71 韩  池 西南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72 卢  玲 西南财经大学 四川大学 

73 凌康东 广东金融学院 合肥学院 

74 徐  凡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75 刘淑君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76 布海丽且古丽·奥布力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 

77 陈锦堂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中山大学 

78 高沙尔·巴扎尔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79 雷燕姿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北京大学 

80 刘  成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81 马鸿德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西安交通大学 

82 肖  超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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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张又仁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 

84 黄瑞仙 上海商学院 安徽大学 

85 周  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86 王文静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 

87 孔维璟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88 史俊宇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 

89 洪  靓 河北金融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 

90 胡  纯 河北金融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 

91 张梦洁 河北金融学院 天津商业大学 

92 张  伟 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金融学院 

93 陈  猛 河北金融学院 重庆交通大学 

94 马国军 江西师范大学 兰州大学 

95 简  娴 江西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6 李  敏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97 汪世晨 江西师范大学 南昌大学 

98 邬佩佩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99 张小雪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 

100 夏欣姿 江西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1 肖  钰 江西师范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