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8 年接收推荐免试直硕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经综合考核和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批准，我院 2018年推荐免试直硕生拟录取名单现已确定，现予以公示，公示

时间为 10个工作日（2017年 10月 31日——11月 14日）。 

 

报名登记表

号（或学号） 
姓名 本科院校 拟录取专业 

综合考

核成绩 
备注 

2014012592 曹博航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72   

18302042 曹承全 西安工程大学 金融硕士 84.2   

18301044 曹丹映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82.67   

18301346 曹思翀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6.26   

2014012553 柴澄昊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46   

18300400 常运生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1.5   

18301165 陈博艺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83   

2014012052 陈超俊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64   

18301753 陈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硕士 80.8   

2014012708 陈嘉博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72   

18300278 陈思臻 天津大学 金融硕士 83.32   

2014012055 陈璇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2.32   

2014012659 陈颖梅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5   

2014013383 陈悦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1.06   

2014012616 陈紫茜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06   

2014010690 晨舸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56   

18300478 程超意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44   

18305398 程鸣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8.48   

2014012576 程铭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26   

2014012109 仇泽民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08   

18301135 从文涛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2.88   

2014012558 崔雪宁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1.76   

2014012590 戴健圣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0.24   

18303581 邓望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 82.33   

2014012247 刁光运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2.72   

18302085 董畅 苏州大学 工商管理 83.6   

18302169 段明皓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4.76   

18302629 范修齐 中国政法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0.66   

18301235 冯达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7.06   

18301548 冯文伯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82.67   

18301274 冯原 厦门大学 工商管理 77.67   

18300198 冯至诚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2.68   



18301446 符安之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4.33   

2014010600 付冰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72   

2014012714 干思扬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16   

2014012695 高明辉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4   

2014010265 高明哲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8.34   

18304952 高是暄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5.6   

2014012578 葛世琦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24   

2014012650 郭开源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56   

18302135 郭凯健 北京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81.67   

18300373 郭星汝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0   

18300157 郝健乔 西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3.34   

2014012697 何珊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1.42   

18300742 何伟瀚 上海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83   

18300704 侯戎 北京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0.14   

2014012661 胡惠怡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8.96   

18300659 胡飘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5.24   

18300238 胡倩妤 上海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4.14   

2014012584 胡邱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96   

2014012612 黄冬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2.36   

2014012745 黄家伦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18   

18301204 黄茂琛 中山大学 金融硕士 85.46   

18301425 黄琬怡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4.67   

18303234 黄伟宾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4.3   

18301428 黄星铭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84   

2014012678 黄紫衡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76   

2014012721 嵇舒婷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12   

18303412 季超 复旦大学 金融硕士 86.24   

18300086 贾夏杰 天津大学 金融硕士 84.6   

2014012698 简志鑫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1.24   

2014012675 姜冬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5   

2014010626 靳盼盼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   

18304491 阚傲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硕士 84   

18303587 柯若凡 上海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1.44   

2014012453 孔悦琳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2   

18304865 雷泽成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3.48   

2014012700 黎荣舜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04   

18300376 李东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7.52   

18304083 李方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硕士 82.84   

18301638 李鸽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6.24   

18306130 李佳奇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6.72   

2014010034 李健行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52   

18303769 李琳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91.6   



2014012579 李梦楠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24   

18302354 李妍君 浙江大学 金融硕士 81.6   

18302491 李燕宁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硕士 84.64   

18301034 李雨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硕士 80.12   

2014012638 李振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8   

18301698 李子为 中山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8.44   

18301885 梁致源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8.8   

2013012279 
列娜·沙

哈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77.33   

2013011176 林铭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1.46   

18302075 林雨辰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0.96   

18300874 林子晗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2.84   

18302706 刘畅 北京邮电大学 工商管理 85.54   

18301067 刘淙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32   

18300195 刘德斐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5.4   

18301495 刘浩辰 上海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89.96   

2014011776 刘俊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24   

18304456 刘思远 中山大学 金融硕士 82.2   

2014010824 刘思远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3.67   

18303355 刘晓婷 武汉大学 工商管理 82   

18302409 刘越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8.34   

18303149 刘之诚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3.54   

2014012630 刘志暄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24   

2014012552 吕一鸣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96   

2014012654 马海宁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84   

18300297 马腾起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硕士 83.36   

2014012653 马志浩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96   

18301147 梅子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 82   

18300687 孟媚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6.84   

18301012 孟子良 中山大学 金融硕士 82.2   

2014012597 南春星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32   

18301258 牛嘉桐 山东大学 金融硕士 84.16   

2014012608 庞博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4   

18306044 彭思皓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9.12   

18302208 彭一鸣 中央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1.42   

2014012662 彭宇熙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68   

2014012652 彭玥晗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52   

18301982 漆川烨 复旦大学 金融硕士 82.74   

18300132 乔诗钦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52   

18300831 秦瑜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8.26   

18304179 任和青 浙江大学 金融硕士 82.42   

18302290 任柳蓉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7.72   



18303777 任心仪 中国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 83   

18304415 商熠峰 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硕士 85.24   

18303811 申宗航 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1.92   

18300429 沈高翔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7.22   

18302679 沈浩然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3.67   

18301076 沈威宇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3.33   

18302567 沈镇棋 上海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1.16   

2014010461 施鹏翔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16   

18300029 石铠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3.82   

18301700 石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2.24   

2014012732 史易萌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04   

18302931 宋辰菲 中国人民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7.58   

18304198 宋依梦 浙江大学 金融硕士 81.12   

18302857 孙苾蕙 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8.78   

18301712 孙林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84   

2014010313 孙乙钧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92   

18300228 谭唱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5.62   

18303128 唐天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2.08   

18305217 田乙豆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90.8   

2014012649 涂宝立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0.92   

18302574 屠文雯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2.36   

18300421 王伯铭 浙江大学 金融硕士 87.04   

18304698 王春琪 南开大学 工商管理 82.67   

18300797 王嘉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1.76   

18302105 王明辉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硕士 82.52   

2014012613 王茗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6   

18303950 王牧良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3.67   

18300445 王书源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8.02   

2014012540 王艺妮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08   

2014012606 王羽希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6   

2014012556 王卓程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   

2014012646 魏婧祎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0.96   

18302112 翁德明 复旦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7.5   

18300592 吴昂达 复旦大学 金融硕士 82.68   

2014012413 吴晨贝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48   

18302180 吴思源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3.32   

18301600 吴语嫣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6.68   

18301320 夏玲佳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5.3   

18305296 肖念瑶 复旦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6.04   

2014010740 肖雨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64   

2014012595 谢陈皓玮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1.12   

2014012555 谢文茜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4   



18300867 熊春慧 湖南大学 金融硕士 82.68   

2014010560 徐义深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36   

18303305 徐殷韬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硕士 82.68   

18300647 徐雨彤 上海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89.24   

18301363 许华轩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2.67   

18300804 闫嘉文 西南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4.06   

18301868 杨昊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5.48   

18301791 杨贺为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8.34   

18305521 杨凯 武汉大学 金融硕士 83.64   

18306013 杨巍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6.56   

18301562 杨心悦 中央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75.33   

18306207 叶薇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1.76   

2014012951 叶子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0.72   

18302639 于棚土 吉林大学 金融硕士 84.8   

2014010111 于一丁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4   

2014011965 余佩旆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4.33   

18302975 余之一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4.33   

18305109 袁宝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7.36   

18300186 袁姚杰 中国政法大学 金融硕士 83.16   

18300313 臧茜楠 湖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7.16   

2014010233 张劭琨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08   

2014010852 张书语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84   

18300158 张彦麟 中山大学 金融硕士 83.32   

2014012680 张瑜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3.67   

18302710 张泽权 复旦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5.94   

2014012580 张肇维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0.16   

18301317 张子杰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 81.67   

18302087 张子明 四川大学 工商管理 82   

2014012660 张子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44   

2014012681 赵浩宇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4.33   

18306003 赵鹏程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1.72   

18301593 赵秋实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84   

18303270 赵昕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9.86   

18301528 赵伊宁 中央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2.06   

18300605 郑名洋 同济大学 金融硕士 81.6   

2014013013 郑树人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68   

18300342 支音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3.04   

2014012570 周冠廷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1.28   

18300773 周晗 浙江大学 金融硕士 88   

2014012428 周磊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7.86   

2014012690 周锐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4   

18302266 朱婧姝 北京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0.2   



2014012583 朱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16   

18302501 庄学靖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3.04   

2014010724 邹逸宁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96   

2014010242 邹昱旻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98   

18301604 左堃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2.72   

 

 

 

公示期内，如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申诉，具名向清华大学反

映。申诉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 241 硕士项目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联系电话：010-62789967 

电子邮箱：admit@sem.tsinghua.edu.cn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7年 10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