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等奖 保梦汐 天津商业大学
2 一等奖 何微霖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3 一等奖 胡锦 天津商业大学
4 一等奖 黄咏哲 湖南大学
5 一等奖 李明悦 天津商业大学
6 一等奖 李谦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7 一等奖 唐博雅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8 一等奖 唐玲丽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9 一等奖 印顺萍 天津商业大学
10 一等奖 张亚婷 天津商业大学
11 一等奖 冉靖淇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 一等奖 郑艺 天津商业大学
13 一等奖 刘翔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4 一等奖 施佳璐 天津商业大学
15 一等奖 唐紫维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 一等奖 韦甲椿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 一等奖 张世琴 上海商学院
18 一等奖 唐俊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 一等奖 王小瑀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20 一等奖 王麒毓 北京科技大学
21 二等奖 王盼捷 湖南大学
22 二等奖 张才宏 湖北经济学院
23 二等奖 刘乾 西南财经大学
24 二等奖 周美君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25 二等奖 陈定相 天津商业大学
26 二等奖 陈圻 经济学类
27 二等奖 何蕙 天津商业大学
28 二等奖 李亿 天津商业大学
29 二等奖 伍欣怡 天津商业大学
30 二等奖 胡慧珍 云南财经大学
31 二等奖 殷维 天津商业大学
32 二等奖 黄明娇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33 二等奖 莫慧兰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34 二等奖 潘世红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35 二等奖 魏婕鑫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36 二等奖 张匆匆 天津商业大学
37 二等奖 张国顺 西南财经大学
38 二等奖 蔡宇 江西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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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二等奖 冯宁 天津商业大学
40 二等奖 汪涵 湖南大学
41 二等奖 王琦 天津商业大学
42 二等奖 胡靖 天津商业大学
43 二等奖 纪海冰 广东金融学院
44 二等奖 蒋秀娟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45 二等奖 林伊文 上海商学院
46 二等奖 沈诗晨 湖南大学
47 二等奖 覃东颖 天津商业大学
48 二等奖 赵宝珍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49 二等奖 赵倩 上海商学院
50 二等奖 陈梦婷 上海商学院
51 二等奖 李广俊 天津商业大学
52 二等奖 王显萍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3 二等奖 许洋洋 天津商业大学
54 二等奖 张宇 天津商业大学
55 二等奖 白浩宇 财务管理
56 二等奖 范妍欣 上海商学院
57 二等奖 蒙冬冬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58 二等奖 陈悠然 上海商学院
59 二等奖 李鑫 天津商业大学
60 二等奖 王琪 天津商业大学
61 二等奖 吴冰羽 福建江夏学院
62 二等奖 徐颖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63 二等奖 张蕊 贵州财经大学
64 二等奖 张耀元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65 二等奖 贾世婧 天津商业大学
66 二等奖 林芳冰 湖南大学
67 二等奖 王轶倩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68 二等奖 魏梓印 上海商学院
69 二等奖 吴璠 天津商业大学
70 二等奖 杨睿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71 二等奖 张杰 天津商业大学
72 二等奖 刘成 西安交通大学
73 二等奖 刘丽欣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74 二等奖 叶晓英 天津商业大学
75 二等奖 赵慧娟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76 二等奖 钟珍业 贵州财经大学
77 二等奖 朱文宣 湖北经济学院
78 二等奖 管吴迪 上海商学院
79 二等奖 邓钰俊 南方医科大学



80 二等奖 陈琼 湖南大学
81 三等奖 党海盼 天津工业大学
82 三等奖 郭英兰 湖北经济学院
83 三等奖 吴怡君 上海商学院
84 三等奖 余天怡 天津商业大学
85 三等奖 梁心雨 贵州财经大学花溪校区
86 三等奖 黄巧珍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87 三等奖 陈思慧 天津商业大学
88 三等奖 郭美丽 重庆交通大学
89 三等奖 胡珏可 上海商学院
90 三等奖 李杰霞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91 三等奖 李玉英 天津商业大学
92 三等奖 田素雯 云南财经大学
93 三等奖 王晓晔 天津商业大学
94 三等奖 徐文妍 上海商学院
95 三等奖 杨艺玲 福建江夏学院
96 三等奖 赵丽元 上海商学院
97 三等奖 赵小军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98 三等奖 丁柳诗 财务金融学院会计学
99 三等奖 樊秋璐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00 三等奖 李国宇 江西财经大学
101 三等奖 廖航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02 三等奖 卢雁胜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03 三等奖 田梓锐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104 三等奖 汪钰琳 上海商学院
105 三等奖 杨德琪 云南财经大学
106 三等奖 胡桂霜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07 三等奖 刘淑婷 北京联合大学
108 三等奖 陆寿妮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09 三等奖 孟旭 天津商业大学
110 三等奖 吴寿文 贵州财经大学
111 三等奖 张宝丹 上海商学院
112 三等奖 朱润 天津商业大学
113 三等奖 曾裘雨 上海商学院
114 三等奖 高婷 天津商业大学
115 三等奖 姚诗瑜 上海商学院
116 三等奖 曹少颖 上海商学院
117 三等奖 陈圣 财务管理
118 三等奖 朱钊毅 天津商业大学
119 三等奖 杜育玲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0 三等奖 黄恒良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1 三等奖 黄玉婷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2 三等奖 唐崇峰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3 三等奖 陶雪莹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4 三等奖 王雨轩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5 三等奖 周杨 上海商学院
126 三等奖 冯晓彤 上海商学院
127 三等奖 郭晴晨 上海商学院
128 三等奖 廖容平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29 三等奖 任玉萍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30 三等奖 张椿梧 江西师范大学
131 三等奖 甘露露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32 三等奖 李若辰 上海商学院
133 三等奖 卢韦伊 天津商业大学
134 三等奖 潘梦雨 上海商学院
135 三等奖 覃小春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36 三等奖 王金会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37 三等奖 周选峰 湖北经济学院
138 三等奖 黄嘉汇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39 三等奖 金李思 上海商学院
140 三等奖 孔玲宇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41 三等奖 莫可盈 南方医科大学
142 三等奖 王怡岚 上海商学院
143 三等奖 韦丽萍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44 三等奖 周子扬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45 三等奖 龚静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46 三等奖 何诗琪 财务金融学院财务管理专业
147 三等奖 李卫东 贵州财经大学
148 三等奖 梁海凤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49 三等奖 梁明族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0 三等奖 刘雪丽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1 三等奖 伍思羽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2 三等奖 张思裕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3 三等奖 甘明玉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4 三等奖 李梦洁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5 三等奖 陆丽兰 上海商学院
156 三等奖 韦柱晓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7 三等奖 谢钰琦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8 三等奖 张慧莹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59 三等奖 何湘婷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0 三等奖 雷小琼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1 三等奖 连金凤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2 三等奖 王春艳 天津商业大学
163 三等奖 王琼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4 三等奖 韦进慧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5 三等奖 甘焕珍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6 三等奖 莫东莲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7 三等奖 吴凤桃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8 三等奖 陈薛蔚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69 三等奖 黄夏奕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0 三等奖 李英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1 三等奖 石昌兰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2 三等奖 覃金水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3 三等奖 陈秀芳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4 三等奖 古心如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5 三等奖 黄林带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6 三等奖 蒋钰潇 上海商学院
177 三等奖 匡杏洁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8 三等奖 莫芳兰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79 三等奖 敬佳旗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0 三等奖 梁树森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1 三等奖 凌艺荣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2 三等奖 温媛媛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3 三等奖 陈梧淞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4 三等奖 黄丽莹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5 三等奖 蒋桂珍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6 三等奖 宁春蓉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7 三等奖 覃梅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8 三等奖 韦美秀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89 三等奖 夏嘉翔 上海商学院
190 三等奖 邓宇翔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1 三等奖 刘文莉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2 三等奖 马彩莹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3 三等奖 吴美兰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4 三等奖 邢书铭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195 三等奖 周亮宇 上海商学院
196 三等奖 俸露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7 三等奖 梁莹莹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8 三等奖 王薇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99 三等奖 邓秀瀟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200 三等奖 冯德凤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