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财经大学2022年研究生复试名单（金融硕士）

姓名 考生编号 复试专业 总分 备注

杨婉婉 105922441103564 金融硕士 408 一志愿

李维佳 105922141600138 金融硕士 401 一志愿

黎炜航 105922444208111 金融硕士 400 一志愿

谭慧莹 105922441904619 金融硕士 398 一志愿

邓铭彤 105922441904432 金融硕士 395 一志愿

徐迎亚 105922371501041 金融硕士 393 一志愿

钟俊焜 105922111500003 金融硕士 392 一志愿

林仪 105922441904568 金融硕士 392 一志愿

钟袁妍 105922441904740 金融硕士 391 一志愿

郑品聪 105922441904729 金融硕士 388 一志愿

梁韶恒 105922440903270 金融硕士 387 一志愿

黄晓纯 105922441904499 金融硕士 387 一志愿

陈诗琴 105922441203926 金融硕士 386 一志愿

王天甫 105922220200211 金融硕士 384 一志愿

谢婧 105922441904662 金融硕士 384 一志愿

朱子逸 105922441904754 金融硕士 383 一志愿

陈佳敏 105922141200127 金融硕士 382 一志愿

粟静 105922413201199 金融硕士 380 一志愿

陈怿 105922441904413 金融硕士 380 一志愿

简韵诗 105922441904506 金融硕士 379 一志愿

苏伟杰 105922441904615 金融硕士 379 一志愿

田紫炜 105922423001353 金融硕士 377 一志愿

蒋景超 105922342400506 金融硕士 375 一志愿

莫凯文 105922432101604 金融硕士 375 一志愿

简振城 105922441904507 金融硕士 375 一志愿

李龙 105922441904524 金融硕士 375 一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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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生编号 复试专业 总分 备注

薛俊斌 105922441904679 金融硕士 375 一志愿

谢辰颖 105922432601667 金融硕士 373 一志愿

陈永超 105922441904418 金融硕士 372 一志愿

林耿立 105922441904557 金融硕士 372 一志愿

杨舒淇 105922441904689 金融硕士 372 一志愿

徐翔 105922361100896 金融硕士 371 一志愿

曾彬翱 105922451408344 金融硕士 371 一志愿

熊浩钧 105922440202186 金融硕士 370 一志愿

潘俊华 105922441904608 金融硕士 370 一志愿

余海浪 105922441904702 金融硕士 370 一志愿

周玥妮 105922441904747 金融硕士 370 一志愿

卢立晔 105922441904583 金融硕士 369 一志愿

骆秋菊 105922432501648 金融硕士 368 一志愿

吴翠珊 105922440402539 金融硕士 368 一志愿

李俊豪 105922441904523 金融硕士 368 一志愿

金开 105922330300428 金融硕士 367 一志愿

汪君君 105922342900510 金融硕士 367 一志愿

黎晓榆 105922441904513 金融硕士 367 一志愿

李亚鹏 105922411701153 金融硕士 366 一志愿

凌莹 105922441203958 金融硕士 365 一志愿

麦焯宁 105922441904599 金融硕士 365 一志愿

江孟哲 105922443808009 金融硕士 365 一志愿

梁真源 105922451408345 金融硕士 365 一志愿

代伟 105922370701019 金融硕士 364 一志愿

刘志鹏 105922431901580 金融硕士 364 一志愿

陈惠珊 105922441904399 金融硕士 364 一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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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依婷 105922441904548 金融硕士 364 一志愿

林晓波 105922441904566 金融硕士 364 一志愿

张朝蓬 105922441904707 金融硕士 364 一志愿

康博祯 105922530108673 金融硕士 364 一志愿

郭金香 105922360100624 金融硕士 363 一志愿

陈泽民 105922441103532 金融硕士 363 一志愿

祝钰华 105922441203995 金融硕士 363 一志愿

车琴琴 105922441904389 金融硕士 363 一志愿

温慧媛 105922441904642 金融硕士 363 一志愿

张芷祥 105922441904725 金融硕士 363 一志愿

肖子湘 105922512408547 金融硕士 363 一志愿

王广庆 105922370600999 金融硕士 362 一志愿

蔡伟 105922441904383 金融硕士 362 一志愿

肖征荣 105922360900864 金融硕士 361 一志愿

郭欢瑶 105922441904458 金融硕士 361 一志愿

欧静宇 105922441904603 金融硕士 361 一志愿

张思舒 105922441904718 金融硕士 361 一志愿

黄雨佳 105922514608601 金融硕士 361 一志愿

陈媱 105922361100892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韩昇航 105922423201362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陈东鹏 105922441203923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常文浩 105922441904388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陈丹烨 105922441904394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黄镘婷 105922441904491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郑少婷 105922441904731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陈梓杰 105922442807494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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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菲 105922611708716 金融硕士 360 一志愿

张长城 105922322100387 金融硕士 320 退役士兵计划

杨东亮 105922441103563 金融硕士 296 退役士兵计划

吴建华 105922440202184 金融硕士 258 退役士兵计划

姜晨 105582410115850 金融硕士 417 调剂

苏钰瑜 104212040180345 金融硕士 416 调剂

赵洪卿 101672014004345 金融硕士 408 调剂

柯艳娜 104872000134932 金融硕士 408 调剂

谢欢 104872000142348 金融硕士 407 调剂

刘康颖 104592410230008 金融硕士 404 调剂

蒋贡芝 103842214104612 金融硕士 399 调剂

张贝贝 105612200014134 金融硕士 399 调剂

张电园 105612200013865 金融硕士 399 调剂

左婧璇 104592410230296 金融硕士 398 调剂

张雨天 105582410115870 金融硕士 398 调剂

黄贵英 105582410115962 金融硕士 397 调剂

王文旭 106102025110239 金融硕士 397 调剂

尹小华 105202666618137 金融硕士 397 调剂

陈建诚 105582752116121 金融硕士 397 调剂

肖皓中 102712210004718 金融硕士 396 调剂

王敏 104212040180141 金融硕士 395 调剂

李渊 105582100115448 金融硕士 395 调剂

胡长江 104592410230277 金融硕士 395 调剂

黄周全 105582410115839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唐士博 105582100115390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陈咏琪 106112502020950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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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凤鸣 104592410230154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郝竟颐 105582752116102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周梦辰 104592410230073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李佳璇 103842213104154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熊阳 103532210014796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胡洋洋 105582100115388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古丽柠 105582100115432 金融硕士 394 调剂

李志洪 105322432114529 金融硕士 393 调剂

何玮祺 105612200013912 金融硕士 393 调剂

曾妍 101402002001929 金融硕士 393 调剂

董华辉 105322440514979 金融硕士 393 调剂

胡静 101402002001569 金融硕士 392 调剂

胡泽 105582410115910 金融硕士 392 调剂

王钟泽 105592210014752 金融硕士 392 调剂

张沁 102462515721381 金融硕士 391 调剂

张璎鸿宇 105322360114845 金融硕士 391 调剂

朱浩扬 105612200013836 金融硕士 391 调剂

江宇鑫 105612200014055 金融硕士 391 调剂

袁斌 105582410115840 金融硕士 391 调剂

王文龙 104592410230282 金融硕士 390 调剂

王雅萍 104032025100145 金融硕士 390 调剂

王冠琪 105582100115396 金融硕士 390 调剂

李建勇 104032025100110 金融硕士 390 调剂

陈逸灿 101832219823706 金融硕士 390 调剂

饶蓝 118462020011110 金融硕士 390 调剂

张振烨 100552333311908 金融硕士 390 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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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考生编号 复试专业 总分 备注

肖英财 105582410115837 金融硕士 389 调剂

翟莉 105322360814854 金融硕士 388 调剂

刘思齐 100362999908832 金融硕士 387 调剂

林宇璇 118462020011407 金融硕士 387 调剂

加胜兰 104872000138701 金融硕士 387 调剂

肖颖 104872000140967 金融硕士 387 调剂

何嘉兴 118462020002614 金融硕士 387 调剂

王晨瑶 105582410115822 金融硕士 386 调剂

赵锦灿 106112502020923 金融硕士 386 调剂

陈泓儒 105582410115948 金融硕士 386 调剂

吴润哲 102722202213300 金融硕士 386 调剂

朱凌灏 106112502021263 金融硕士 386 调剂

龚少敏 105582410115828 金融硕士 386 调剂

杨善龙 106112502021194 金融硕士 386 调剂

陈洁 118462020012676 金融硕士 384 调剂

王畅 104872000132233 金融硕士 384 调剂

邱鸿浩 118462020011376 金融硕士 383 调剂

米钦 118462020011273 金融硕士 383 调剂

柯华源 118462020012228 金融硕士 383 调剂

陈俊翰 105582410115942 金融硕士 383 调剂

何昆鸿 104872000143703 金融硕士 383 调剂

李红阳 100022111312531 金融硕士 383 调剂

唐嘉欣 118462020003796 金融硕士 382 调剂

谭智升 105582752116135 金融硕士 382 调剂

谢雨霏 105582410115960 金融硕士 382 调剂

刘子玥 102722202210110 金融硕士 381 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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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业凯 100022111316308 金融硕士 381 调剂

江瑞 105592210014358 金融硕士 381 调剂

陈海欣 118462020011158 金融硕士 381 调剂

赵晨歌 100272998020373 金融硕士 381 调剂

陈培扬 118462020011260 金融硕士 380 调剂

朱小琪 105582100115547 金融硕士 380 调剂

岳苗苗 106112502021782 金融硕士 380 调剂

叶悦娴 118462020011223 金融硕士 380 调剂

李欣炜 100272998020216 金融硕士 379 调剂

梁祎 106112502020703 金融硕士 379 调剂

李杭灿 106112502021478 金融硕士 379 调剂

曾沂统 118462020011251 金融硕士 379 调剂

罗锦源 105592210004826 金融硕士 378 调剂

张国聪 105592210014703 金融硕士 378 调剂

冯潭 104872000139318 金融硕士 377 调剂

郑俊阳 104872000143430 金融硕士 376 调剂

汪昊维 104872000100661 金融硕士 376 调剂

韩晨晨 106112502021035 金融硕士 376 调剂

万泽华 106112502020966 金融硕士 374 调剂

严雅雯 100272998020394 金融硕士 374 调剂

肖昭阳 106112502020961 金融硕士 374 调剂

吴玉婷 100272998020352 金融硕士 374 调剂

肖展群 101832212104395 金融硕士 373 调剂

徐海若 100272998020340 金融硕士 373 调剂

于荆荆 100272998020193 金融硕士 372 调剂

罗志豪 100272998020316 金融硕士 372 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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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丽红 100272998020208 金融硕士 372 调剂

钟楷壕 100272998020312 金融硕士 372 调剂

杜悦齐 100272998020322 金融硕士 371 调剂

张志成 100272998020289 金融硕士 370 调剂

冼雨露 105592210010934 金融硕士 369 调剂

陈世添 100272998020308 金融硕士 369 调剂

汪勃澄 100272998020320 金融硕士 369 调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