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财经大学2020届硕士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公示汇总表

序号 学院 姓名 专业 学号

1 经济学院 刘柏阳 理论经济学 3201702005

2 经济学院 陆苗苗 国民经济学 3201702016

3 经济学院 杨羚 理论经济学 3201702008

4 经济学院 韦薇 区域经济学 3201702025

5 金融学院 唐璟宜 投资经济学 3201702125

6 金融学院 韩文 金融学 3201702054

7 金融学院 郑伟国 金融学 3201702059

8 金融学院 侯信盟 金融学 3201702076

9 金融学院 徐家楠 金融学 3201702077

10 金融学院 陶云凯 金融学 3201702072

11 金融学院 谢露露 金融 3201800177

12 金融学院 苏成成 金融 3201800171

13 金融学院 苏英杰 金融 3201800150

14 金融学院 韩晴 金融 3201800164

15 金融学院 潘树庭 金融 3201800172

16 金融学院 陈晨 金融 3201800154

17 金融学院 丁雪雅 金融 3201800147

18 金融学院 黄洪瑾 保险 3201800242

19 金融学院 杨玉洁 保险 3201800246

20 金融学院 李敏 保险 3201800247

2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张登峰 国际贸易学 3201702108

2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韩宁 国际贸易学 3201702099

2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施亚鑫 国际贸易学 3201702107

2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李鲁 产业经济学 3201702087

2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钱圆圆 世界经济 3201702012

2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白一宏 国际商务 3201800236

2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张梦旋 国际商务 3201800225

28 工商管理学院 刘尉 工商管理 3201702243



29 工商管理学院 王肖肖 工商管理 3201702271

30 工商管理学院 涂玉琦 企业管理 3201702240

31 工商管理学院 陈骁 企业管理 3201702250

32 工商管理学院 昂昊 工商管理 3201702264

33 工商管理学院 孙曦曦 工商管理 3201702237

34 工商管理学院 王铁民 工商管理 3201703659

35 工商管理学院 饶敏 工商管理 3201703677

36 工商管理学院 吴靖 工商管理 3201703651

37 工商管理学院 陈思嘉 工商管理 3201703680

38 工商管理学院 鲁洋洋 工商管理 3201703671

39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彭勃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01702192

40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武雅利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01702193

41 会计学院 邵西康 会计学 3201702206

42 会计学院 何磊 会计学 3201702229

43 会计学院 蒋世战 会计学 3201702203

44 会计学院 张婉露 会计学 3201702227

45 会计学院 张倩文 会计学 3201702208

46 会计学院 周志颖 会计 3201800781

47 会计学院 谈佳丽 会计 3201800770

48 会计学院 王岚 会计 3201800752

49 会计学院 朱予晴 会计 3201800767

50 会计学院 尹泽慧 会计 3201800753

51 会计学院 季敏 会计 3201800774

52 会计学院 刘华文 会计 3201800761

53 会计学院 金松 会计 3201800808

54 会计学院 檀啸 会计 3201800818

55 会计学院 钱宣 会计 3201800812

56 会计学院 陈之韵 会计 3201800811

57 会计学院 单珊 会计 3201800827

58 会计学院 李羿 会计 3201800810

59 会计学院 彭彬 会计 3201800796



60 会计学院 殷娜 审计 3201800277

61 会计学院 赵天杰 审计 3201800261

62 会计学院 王慧菊 审计 3201800268

63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何广欢 税务 3201800209

64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乐娟 税务 3201800221

65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章瑶 税务 3201800216

66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康晓岚 税务 3201800212

67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胡小丽 财政学 3201702036

68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文龙 财政学 3201702045

69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左芯 财政学 3201702033

70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袁以平 财政学 3201702044

71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董毅 公共管理 3201702296

72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顾莹 公共管理 3201702275

73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尔 公共管理 3201702276

74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周旭 公共管理 3201702277

75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费星星 劳动经济学 3201702116

76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玥 公共管理 3201703685

77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唐诗 公共管理 3201703692

78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秦宏扬 公共管理 3201703701

79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芳 公共管理 3201703721

80 法学院 杨庭钰 法律（非法学） 3201703457

81 法学院 张圣曼 法律（非法学） 3201703453

82 法学院 马天秋 法律（非法学） 3201703463

83 法学院 张也弛 法律（非法学） 3201703462

84 法学院 李洁 法律（非法学） 3201703459

85 法学院 杨晓宇 法律（非法学） 3201703483

86 法学院 朱琳 法律（法学） 3201800405

87 法学院 叶璐 法律（法学） 3201800426

88 法学院 王艳 法律（法学） 3201800417

89 法学院 张家铭 法律（法学） 3201800414

90 法学院 何昕宇 法律（法学） 3201800400



91 法学院 彭颖 法律（法学） 3201800425

92 法学院 钱娇娇 民商法学 3201702171

93 法学院 尹晓波 民商法学 3201720165

94 法学院 朱永倩 国际法学 3201720160

95 法学院 李凌志 国际法学 3201702159

96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马晓伟 统计学 3201703833

97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章琛 统计学 3201702134

98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杜康 数量经济学 3201702120

99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彭羽 应用统计 3201800185

100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卢家鑫 应用统计 3201800193

101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田理 应用统计 3201800199

102 艺术学院 郑雅婷 美术学 3201702305

1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侯怡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201702177

1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年丽凤 思想政治教育 3201702182

105 中国合作社研究院 黄杰 合作经济 3201702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