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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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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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29 日——1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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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1405 敖明皓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02   

2015012438 曹若宸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2.4   

19314411 查全昊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6.26   

19308878 柴慧洁 华中科技大学 金融硕士 82.84   

19308273 陈嘉希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86.62    

19309399 陈金璐 上海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8.32    

19307668 陈亮宇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6.28    

19311376 陈溟昭 厦门大学 工商管理 87.16    

19313227 陈鹏飞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89.04    

19311139 陈品植 浙江大学 金融硕士 86.28   

19308048 陈若冰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0.88    

2015012436 陈翔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7.2   

19308202 陈远芳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92.06    

2015012443 陈悦佳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56   

19310895 陈兆康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4.48   

19307283 成思睿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4.16   

19310205 承书颖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5.6   

19309893 程曦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5.72    

2015012346 崔仲原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2   

2015012502 代港凡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   

19311586 单晨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02   

19309469 邓方圆 四川大学 工商管理 81.06    

19312116 丁冠中 吉林大学 金融硕士 82.04   

19307758 丁楷轩 北京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81.58    

2015012687 丁孔钧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44   

2015012558 方卓然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0.12   

2015012547 冯丹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4.04   

19309052 冯涵嫣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8   

2015012551 冯佳安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   

19308455 冯译萱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6.88   

2015012524 甘晋华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0.96   

2015011971 高逸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7.52   

2015012756 葛茜予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4.24    



2015012211 龚嘉然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0.44   

19312678 顾思琪 复旦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77.88    

19310304 郭子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1.76   

2015012545 韩海鹏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56   

2015011825 韩晴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26   

2015010512 何珏威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22   

2015012451 何声楷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1.2   

19307711 何愉棋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7.68   

2014012344 洪力伟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12   

19307848 侯聿威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89.58    

19310527 胡家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硕士 82.04   

2015012433 胡天祎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1.6   

2015010904 胡益民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12   

19308168 胡赟豪 人民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7.53    

19309306 黄骁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5.36    

19311230 黄晓新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3.84    

2015012456 霍柳蓉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48   

2015012444 纪鸿思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1.72   

2015010429 姜麟锟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94   

2015012601 蒋佳楠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7.24    

19312779 金南朴 湖南大学 金融硕士 82.04   

19314231 金启航 重庆大学 金融硕士 83.48   

19311527 金笑健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3.36   

2015012487 敬思源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88   

19307761 赖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 83.82    

19307135 雷峥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硕士 83.36   

19312502 李昌志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4.34   

19312654 李东霓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84.70    

19314042 李豪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融硕士 87.08   

2015012521 李家豪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92   

19310442 李嘉伟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6.56   

19308726 李可航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7.7   

2014012525 李龙舸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64   

19307488 李翔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 81.08    

19308014 李欣芮 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96   

19307550 李阳 北京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87.82    

19307213 李亦萌 南京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2.08    

19310219 李泽坤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6.26   

19308112 李子辉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44   

19311169 梁嘉铄 天津大学 金融硕士 84.32   

19311867 令心悦 南开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77.44    

19307612 刘博睿 同济大学 金融硕士 83.84   

19311621 刘尔乐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81.92    

19311788 刘峰 东南大学 金融硕士 84   



2015010920 刘浩然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1.48   

19307625 刘梦茹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3.48   

2015012467 刘瑞桐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92   

19307839 刘实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3.64   

2015012460 刘文昊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0.72   

19308411 刘翼 北京大学 工商管理 85.08    

2015010021 刘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0.6   

19313989 刘则鸣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2.08   

19311396 刘仲谋 北京外国语大学 工商管理 86.28    

2015012505 刘子晔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44   

2015010562 龙博超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04   

2015012592 卢渐泽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58   

19314226 卢日欣 中央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3.64    

2015010200 卢子鲲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92   

19307470 陆澄林 天津大学 工商管理 82.14    

19307549 罗天奇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7.86   

2015012478 马岸原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5   

19307824 马传永 厦门大学 工商管理 85.18    

19310481 马悦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7.36   

2015012150 梅凌飞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42   

19307679 孟若为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36   

2015010122 南昭晗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2.86    

19308069 宁广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7.68   

19311726 宁星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88.36    

19309641 庞科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7.04   

19310563 潜宣谕 南开大学 金融硕士 83.52   

19312456 乔柏鸣 武汉大学 工商管理 81.08    

2015012563 乔正萍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68   

2015012586 秦肖楠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8.16   

2015011188 秦震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3   

19311418 邱介翔 山东大学 工商管理 85.54    

19307313 任薪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1.4   

19307155 阮亭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3.48   

19310882 邵冠棋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92.2   

19307826 沈佳纯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0.00    

19307331 宋章捷 浙江大学 工商管理 84.38    

2015011504 孙竟耀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64   

19307354 孙满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0.16    

2015012465 孙跃家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06   

19312302 谈嘉程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3.32   

19311020 谭佳怡 中山大学 工商管理 84.60    

19310777 唐锐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1.28   

19314279 唐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金融硕士 81.76   



2015010285 田银行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74   

2015012484 万妙然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5.04    

19307661 汪文强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5.8   

19312174 汪雪岑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2.2   

2015010172 王岑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7   

2015010891 王楚涵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6   

19308183 王贵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2.08   

19310164 王俊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金融硕士 87.86   

19308915 王暖盈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83.30    

19310446 王倩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6.24   

19313056 王润坚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8.02   

19307602 王溪珉 复旦大学 金融硕士 82.72   

2015012589 王潇汉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92   

2015010853 王忻如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1.60    

19309884 王颜墨雪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硕士 82.88   

19312687 王钰 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6.68   

2015010958 王子涵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08   

2014012530 王子宁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0.32   

19309639 魏鹳霏 人民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4.00    

2015012462 文聿峰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3.54   

19310869 吴奕琳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1.12   

2015012642 伍绍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7.72   

2014010192 武哲睿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14   

19309468 夏仕霖 华东师范大学 金融硕士 83.82   

19311790 夏仕鑫 上海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91.90    

19308717 肖晶莹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6   

19312063 肖静 北京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6.20    

19309440 肖小玥 人民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3.00    

19309531 谢宇杰 上海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 80.32    

2015012452 谢芸浓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   

2015012006 徐浩天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68   

19311983 徐慧洁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4.48   

19311043 徐子景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5   

2015010290 许晨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90   

19307627 闫永清 南开大学 工商管理 86.70    

19310508 杨陈逸昊 人民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7.64    

19307251 杨宇萌 浙江大学 金融硕士 87.32   

2015012595 姚泽安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2   

19312121 叶菁 上海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84.16    

2015011583 应梓浩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87.30    

19309218 于莉莉 西南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8.44   

2015011933 余嘉琦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5.67    

2015012528 余思凝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08   

2015012330 余桐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36   



19308028 俞可盈 人民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78.80    

2015011402 袁淑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7.36   

19308649 袁一帆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3.16   

2015010622 岳创伟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6   

2015012525 张晨洁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7   

19307769 张成 同济大学 工商管理 80.32    

19307248 张冠鹏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9.36   

2015010156 张嘉铭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8   

2015012565 张健为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   

19312525 张凯 北京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82.40    

19308567 张朴正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34   

19307629 张书华 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硕士 84.12   

19309844 张温馨 武汉大学 金融硕士 85.76   

19310539 张烨垲 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64   

19308131 张艺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硕士 83.52   

2015012446 张译戈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4.16   

19312248 赵思明 上海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8.48    

2015012468 赵哲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2.88   

19314096 郑光辉 上海交通大学 金融硕士 83.16   

2015010560 郑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68   

2015012243 钟翔宇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3.96   

2015012544 周鲲鹏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76   

19307144 周倜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78.08    

19307547 周意祥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硕士 85.4   

2015010744 周颖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6.88   

2015012645 朱适娴 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 90.52    

2015012060 朱祎鋆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9.28   

2015011887 朱子睿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5.16   

2015011997 朱子渔 清华大学 金融硕士 87.4   

19308941 左丰恺 天津大学 金融硕士 84.02   

19312961 曾沁杉 南京大学 金融硕士 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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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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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