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励志计划同学会名录 

邹琪慧 L2013001 中央财经大学 

吴剑洁 L2013002 中央财经大学 

邹倩琳 L2013003 中央财经大学 

席风娇 L2013004 湖北经济学院 

邹馨 L2013005 北京工商大学 

杨忠雨 L2013006 中央财经大学 

赵元博 L2013007 南京审计学院 

赵婉竹 L2013008 中央财经大学 

顾雅敏 L2013009 南京审计学院 

刘玮 L2013010 上海金融学院 

李思瑶 L2013011 中央财经大学 

姜云云 L2013012 南京审计学院 

孙一栋 L2013013 南京审计学院 

高杨 L2013014 南京审计学院 

袁毅 L2013015 南京审计学院 

王顺 L2013016 湖北经济学院 

李贝 L2013017 湖北经济学院 

张冲 L2013018 西南财经大学 

完颜瑞云 L2013019 西南财经大学 

周志刚 L2013020 西南财经大学 

万鹏 L2013021 北京工商大学 



梁晓强 L2013022 北京工商大学 

栗博盟 L2013023 北京工商大学 

谭毅 L2013024 中央财经大学 

马聪 L2013025 中央财经大学 

刘铮 L201302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继 L2013027 北京工商大学 

黎春里 L2013028 中央财经大学 

郑鸬捷 L2013029 中国人民大学 

边文龙 L2013030 北京大学  

武岩 L2013031 北京师范大学 

郭祥 L20130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吕方钊 L2013033 中国海洋大学 

曾益 L2013034 上海财经大学 

张春海 L201303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徐斌 L2013036 西南财经大学 

孙维伟 L2013037 南开大学 

刘玉焕 L2013038 南开大学 

王瀚 L2013039 湖北经济学院 

郭旻蕙 L201304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斯琪 L2013041 天津财经大学 

杨泾 L2013042 中国人民大学 

董玄 L2013043 中国人民大学 



李敏芳 L2013044 湖北经济学院 

黄敏文 L2013045 南京审计学院 

吴嘉华 L201304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晓芙 L2013047 中央财经大学 

杨柳 L2013048 湖北经济学院 

周卓尔 L2013049 南京审计学院 

周璇 L2013050 湖北经济学院 

张珂珂 L2013051 中南民族大学 

郁晨 L201305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谢子健 L201305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玉兴 L2013054 上海金融学院 

郭晓磊 L2013055 南京审计学院 

周晨悦 L2013056 南京审计学院 

李念伦 L2013057 南京审计学院 

郑海洋 L2013058 湖北经济学院 

肖满 L2013059 湖北经济学院 

邓文娟 L2013060 湖北经济学院 

吴兰迪 L2013061 湖北经济学院 

吴猛猛 L2013062 中南民族大学 

宋双杰 L2013063 上海财经大学 

孙俊 L2013064 南京大学 

赵岳 L2013065 北京大学 



李梦雨 L2013066 南开大学 

宣扬 L2013067 南京师范大学 

黄锦舞 L2013068 上海财经大学 

司明 L2013069 南开大学 

朱博文 L2013070 山东大学 

褚蓬瑜 L2013071 中央财经大学 

杜晓芬 L2013072 南开大学 

廖慧 L2013073 南开大学 

郭卫东 L2013074 北京师范大学 

王瑞君 L2013075 西安交通大学 

乔宁宁 L2013076 厦门大学 

李忠 L2013077 复旦大学 

廉永辉 L2013078 南开大学 

高宍 L2013079 清华大学 

沈钟杰 L2013080 中山大学 

王璟怡 L2013081 天津财经大学 

王营 L2013082 山东大学 

程展兴 L2013083 上海财经大学 

郑子龙 L2013084 南开大学 

张琳 L2013085 东北财经大学 

冷雪 L2013086 华东师范大学 



林炜 L2013087 厦门大学 

寇聪姗 L2013088 东南大学 

秦夏 L2013089 中国人民大学 

王凯 L2013090 北京师范大学 

王吉敏 L2013091 上海海关学院 

张鲁瑶 L2013092 天津市南开大学 

张宁川 L2013093 武汉大学 

尧艳珍 L2013094 华中师范大学 

彭博 L2013095 北京工商大学 

白兰 L2013096 中央财经大学 

杨德华 L2013097 中央财经大学 

林博 L201309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赵亚明 L2013099 北京师范大学 

陈永伟 L2013100 北京大学 

乔坤元 L2013101 北京大学 

陈鹏 L2013102 山东大学 

陈启斐 L2013103 南京大学 

邹沛江 L2013104 西南财经大学 

汤二子 L2013105 大连理工大学 

祁毓 L201310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亮亮 L2013107 北京师范大学 



王有鑫 L2013108 南开大学 

徐清 L2013109 南开大学 

郑佳佳 L2013110 南开大学 

冯璐 L2013111 西南财经大学 

蔡银寅 L2013112 东南大学 

朱菲菲 L2013113 东北财经大学 

宎伟濠 L201311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彬 L2013115 东北财经大学 

林志帆 L2013116 华南师范大学 

王向 L2013117 南开大学 

李仲达 L2013118 中山大学 

于晨 L2013119 东北财经大学 

陈昭豪 L2013120 华南理工大学 

王亚丽 L201312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四海 L2013122 暨南大学 

朱德进 L2013123 山东大学 

熊柴 L2013124 清华大学 

聂慧 L2013125 暨南大学 

王开科 L2013126 厦门大学 

孙大超 L2013127 南开大学 

万大艳 L2013128 厦门大学 

王晶晶 L2013129 南京大学 



张敏 L2013130 上海财经大学 

杜建军 L2013131 上海财经大学 

孔庆宝 L2013132 厦门大学 

王舒鸿 L2013133 南开大学 

董旭 L2013134 大连理工大学 

赵颖 L201313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