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财经大学 2016 年度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公示名单 

 

 

优秀学生（共计 482 人） 

 

会计学院（57 人） 

 

叶芷薇 吴秋君 马越 李云蔚 贺惠宇 吴梦莎 

丁可莎 储溢泉 黄丹珣 马金昊 张津睿 谢钰琪 

郑天宇 张宜帆 刘暘 周创 王韵雅 陈鋕安 

丁欢欢 罗佳 芮雪莹 张宇瀚 康泸丹 陈晓雪 

何立 陈一帆 唐英平 吴步晨 裴雪瑞 朱文轩 

范智超 梁岛 赵紫薇 谢婉荞 朱春烨 张圣劼 

黄超 李耀州 朱钰寒 杨洋 周巧萍 王祎婕 

彭莹 张玥 曹圣宇 林奕鹏 何瑾 俞果 

鞠瑞 费海墅 刘乐君 徐佳琪 徐倩 林辛辛 

李士豪 乐艺 黄婷婷 
     

 

 

经济学院（44 人） 

 

陈禹吉 叶连金 唐霖君 饶馨怡 杨磊 顾雨薇 

桂姗 曲秋阳 黄琳芮 许彤彤 罗乐 纪广远 

刘雨田 张天昊 吴雨萌 黎小琛 魏宏杰 黄海澜 

蔡宜 万继宇 高彦卓 付迪 李俊 张伊文 

胡钦禹 顾宇航 王希璇 张溥钦 曾雄佩 王钦珂 

王金川 贺雅峰 金时鑫 胡美娣 胡志林 张绍依 

王路嘉 程思颖 商家铭 杨菁 朱维超 赵唯一 

王边城 刘定松 
      

 

 

金融学院（57 人） 

 

王川 施玥 李昊颖 刘禹含 王祝遥 钟正庭 

马艺卿 胡盈 翟晓辉 高小晶 齐天宇 谢玉章 

蔡熠阳 唐怡佳 李楚翘 张晓琪 蒋海霞 余越 



钟文 袁媛 陈莹 周建宇 侯西西 万璐瑶 

张久恩 胡晓敏 于念 郭星汝 夏徳昊 谢宇杰 

覃云娇 丁袁影 王黎 王云枭 史雨洁 叶江月 

康成帅 胡铭琰 洪立 王梦飞 高榕 胡佳恩 

牛英杰 蔡斐洋 刘梓婕 赵鑫宇 周意祥 刘嘉杰 

方蕾 王泽璋 张昊昕 周港华 胡心怡 赵伯诚 

黄陈聆 叶佳宁 梁睿康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51 人） 

 

谭尧 王曦耘 房碧琦 颜浩轩 向君媛 林东岳 

史戈越 邱爽 赵雅筠 罗艳芳 张帆 刘心怡 

武彦婧 冒淑雯 汪殊逸 蒙华钧 张超凡 林佳馨 

郭天艺 夏杨帆 练梓风 张沛霖 伍伊欣 陆永达 

孙睿轲 张琴 阎嘉羽 任首璇 任雅静 张珊 

姚  瑶 王筱筱 吴婷婷 吴怡 刘文波 王倩影 

郭煜辰 董烁 李采玲 尹思迪 史良 高茹 

肖雄 盛玲玉 葛以悦 陆沛瑶 李蕾 王丹 

严玉华 谢梁洁 丁云惠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54 人） 

   

曹扬 李琛 赖丹丹 田立 王颖 刘玉博 

张姗 曹姝劼 穆云宇 闫洋洋 朱原 李佩 

韦澄滢 李玥旻 陈思含 唐艺菀 朱瑜 黄婷婷 

李奇宽 龙开颜 束仪 曾巡 孙威风 文赛兰 

李浩 张蒙 杨鑫 李霁 王丰 杨世平 

张晓云 吕宇豪 黄亮 成歆悦 朱文 江曼江楠 

张湘麟 尹苏晴 黎英 刘诗苑 陶冶 沈叶婷 

曾頔 李欣欣 王心怡 郭雷霞 杨子 苏凯 

刘碧霞 黄一凡 张培 罗昕旸 陈宗兴 徐长学 

 

 



统计与管理学院（32 人） 

  

郭建娜 谭潇 郝希宏 李依航 俞韵辉 余涌沁 

周亭攸 刘圣源 苏航 韩俣谈 孟禹彤 张佳琦 

许凯 吕超敏 郭培莹 严昕 曹思佳 陈旭欣 

季政 郑佳丽 陈小芳 胡盛锠 王越天 谭若涵 

陈明镜 乌兰 王东岳 杨昱 胡旻皓 张抗抗 

盛灿 孙玉希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41 人） 

   

田苗一 施佳琪 陈怡然 邵宇洋 边俐菁 吴颖瑶 

魏家珍 冯与欣 卢瑞鹏 苏礼珏 刘童 常青青 

朱江宁 徐菲菲 唐莺杰 蒋依凡 师歌 赵雪梅 

李玲 姜辛 方潇玥 曹裕如 武卉紫 刘倩 

刘伟钰 洪南翔 王鹤 丁瑞卿 杨登诣 曾萧寒 

冯雪 刘俊杰 滕越 彭程 谢会平 冯成珺 

王豫姝 栾淋渝 冀盈睿 胡学静 赵桂越 
 

 

 

法学院（36 人） 

  

宋扬 王鼎寰 曹馨文 栾明蒨 汤艳 刘梦雪 

张静 刘莹 杨雨轩 罗萱 吴英杰 瞿丹怡 

蒋闻丹妍 庄论荣 马永利 陈勃旭 汤丽娜 平晓创 

刘国庆 杨瑒 姜金坪 陈鹤仪 石惠宁 朱文婷 

戴琦 康宁宁 张荣荣 潘拥军 张柯 沈俊银 

马强 许承皓 刘佳欣 张毅 高琼 秦锦 

 

 

人文学院（18 人） 

   

陈璐璐 马雯 杨娇娇 周一帆 刘梅 仝晓霞 

刘吉武 王碧莹 尤新毓 朱沛 宿文迪 张锡明 



黄晓晔 吴柏萱 赵伟杰 顾翔宇 黄丹 徐慧珍 

 

 

数学学院（12 人） 

  

胡香江 褚家旗 韦媛媛 宣飘 韩昕迪 吴康 

孟子逸 邵逸婷 刘勇锋 李文君 李一铭 冯学宁 

 

  

外国语学院（16 人） 

   

张思 刘保阳 崔娜 吕汇月 刘肇祥 王雅雯 

杜佳怡 刘俐君 孙夕子 周钰涵 王越 杨文艺 

杨赞 丁蕴仪 余力泳 马辰 
   

 

 

商学院（25 人） 

   

曹伟 韩文田 姜洁 鲁正 孙红 吴琦芳 

陈稀 何磊 李锦 罗川 谭新淑 叶俊祥 

丁林生 何明艳 郦君 马骥 王旻婕 张旭 

高雪峰 姜大罗 鲁璐 盛雪 王媛玉 周烨 

巩燕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 人） 

  

何凡 张雪 

 

 

国际教育学院（30 人） 

   

郝嘉诚 茹巧儿 戚杨阳 应鑫梦 夏滟蕊 柴铭泽 

倪紫月 郑海晨 高尔康 吴煜君 李欣月 张晨煜 

杨宇衡 何俊杰 顾名霏 琚凡予 赵浚淇 张恒鸣 

费翔 秦小钧 李逸豪 彭宇涛 李志伟 茅铭 

徐佳钰 陈帅 聂艳萍 唐凝 缪珺树 王予琛 



 

财经研究所（5 人） 

   

王碧军 马翠廉 兰巧珍 李培鑫 林永然 

 

马克思主义学院（2 人） 

刘宏 于美美 

 

 

 

 

 

 

 

 

优秀学生干部（共计 149  人） 

 

 

 

会计学院（14 人） 

   

秦雨佳 张懿雯 张轩培 陈韵竹 陈里 邓逸雲 

韩韵 邹一丹 易中原 赵佳敏 王芷璇 高涵 

王霄楠 任富闯 
      

 

 

经济学院（15 人） 

  

宋戎菲 陈珊 潘璐 周杨雯倩 徐子顺 孙睿 

苏圣兰 曲正琦 刘沛桥 穆贝雳 孙毅杰 陆玥 

郭丽瑶 房星彤 曹博雅 
    

 

 

金融学院（16 人） 

 

陆爽 石常青 赵政 李佳钰 沈嘉祺 魏瑾 

王雨薇 李佳航 刘洋铭 黄效东 秦昊旻 李非娇 

张亮煊 孟十一 史雨帆 吴峥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18 人） 

  

王可蔚 赵建 杨英 张瑶 肖祎 王倩影 

尹佳男 黄芷蓥 刘思言 周雨欣 虞颖 刘蕙 

陈思羽 白描 黄娜 方健 黄瑶 徐常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20 人） 

 

亓宗亘 辛琬滢 高雨婷 金蓉 陈昊旻 张璇 

钱英博 王晓宇 王楚文 付晨晨 刘唯一 胡天梓 

马艺伦 周紫荆 宋艳阳 潘露莹 赵国振 卢含韵 

姚艳秋 孙喆 
    

 

 

统计与管理学院（8 人） 

   

周昀 刘飞 周晓彤 王欣茹 夏逸雪 陆星辰 

巫源睿 庞懿雄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13 人） 

   

张尧中 赵思明 郭培培 储佳圻 葛江帆 石右粮 

洪叶 滕俊樑 许传帅 周雨茜 王睿 宋飒飒 

莫若愚 
     

 

 

法学院（12 人） 

   

上官聪聪 范龙帅 钟昊 曾月慧 尚雪睿 杜鹏 

李晓青 薛甜 王东 冯洁 郑舒欣 赵柯捷 

 

 

人文学院（8 人） 

   

李梦然 苏钊 朱倚平 胡绮宸 钱韵怡 张天玥 

赵亚东 刘丽 
    



数学学院（4 人） 

   

韦雨骁 王逸之 李琪美 何婉婷 

 

外国语学院（5 人） 

   

杨红 谭晓炜 宋怡瑄 陈泽南 王思雨 

 

商学院（5 人） 

   

常全全 高子娟 谷雪 许炳峰 赵金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 人） 

   

张紫琦 周平 

 

国际教育学院（6 人） 

   

江南 胡阳 王圣铠 赵歌 毕思琦 张易 

 

财经研究所（2 人） 

   

蒋璐 胡旭鹏 

 

马克思主义学院（1 人） 

 

李星光 

 

公示时间为：2017 年 1 月 5 日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 

如对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可在公示期间通过来电、来访等途径向校团委反映。 

联系人：褚华；联系电话：65904963；联系地址：弘毅楼 101 室。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201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