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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关于授予王榕等 

633 人硕士学位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云南财经大学学位授

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规定，经 2019 年 6 月 20日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决定授予研究生王榕等 633人硕士学位。现

公示如下，公示期 3 个工作日，如有质疑请以书面材料提交学位

办。 

 

一、学术学位硕士 262人 

（一）经济学硕士 113人： 

王榕 李晓娜 田丽秀 马丽春 李政 尤文谦 

王硕 黎秋蓉 余晓龙 史秋亚 赵宝芳 张天成 

潘常娟 胡冰欣 安超帆 邹勇树 王玉珍 卢丽煌 

秦川 付佳楠 陶裕峰 杜春澎 杨健颖 胡凯鹏 

梁会会 刘东盟 彭凡 刘晓慧 郭敏 张施伟 

谢珍珠 田荟 王天宇 樊双涛 张浩 周涛 

张颖 冯倚琪 周凌燕 梁裕华 李媚 赵一心 

马亚楠 常金平 郑艳茜 姚晓宙 窦文静 李果 

王月 韩婧 曹淯粳 荣文超 杨茗然 郭茹 

肖琰琦 李欣书 付广琦 邱滢 梁若男 王冬莱 

赵晓晶 赵宁 周怡芳 顾思航 严丽娜 孔庆磊 

高增玉 伍运春 华桦 张佳卓 朱兴旺 刘礼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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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辉龙 黄晶晶 种艳秋 陈平 王诗语 陈森 

谢洋 南敬超 周梁悦 殷丽姣 骆奇枭 燕慧 

鲍月 于洋洋 李文博 杨阳 刘唱 阳思佳 

张洪铭 尹文豪 张璟霞 张守富 姜雨洋 吴蕤 

曾皓伦 尹小安 徐燕琳 陈小玉 师慧君 周颖 

粟韦琪 郑许海 王婷婷 秦雅男 白雪 李玉花 

张瑞 沈小青 朱亚平 贾思雨 张涛  

（二）管理学硕士 114人： 

黄佳 姜乐云 朱继军 李莎 徐原振 刘娟 

陈颖 胡勇强 李曼毅 邓志娟 王玥 赵芬 

银伟丽 康巍耀 王健 姚佩君 李高洁 罗佳佳 

史政卿 申慧芹 曹辉 张谕 杨泳冰 冉佳立 

周子薇 朱宇翔 王淑琴 刘计超 李家炘 康艺 

蔡郁文 马普秀 臧嘉琳 杨成花 李坤 郑娇娇 

朱媚 张佳然 童瑞杰 刘奉天 马旭 杜丽芳 

谢思捷 贡筱冉 李元昊 何少琪 孙爽爽 陈诚 

郭源浩 洪彦 关尊仑 卢宁 胡兆山 白琳琳 

王婷婷 程一凡 袁靖 张雪岩 周岳 蒋旻婧 

黄巧玲 孙佳 任博华 时梦雅 柳青 李玉飞 

刘超凡 常红唇 杨冬竹 李树珊 王少伟 曹郅 

汪晨冉 卜腾 徐七龙 余丽艳 柳曼 寇爱青 

孙亚如 王黎唯 宋贵峰 陈思远 魏霞玲 曾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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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晓阳 郭继敏 何蔚洁 李涵静 童钰 刘晓龙 

袁晓丽 黄子航 罗金焕 蔡伟 杨頔 王凯瑞 

王婷瑾 李媛 李冰 常宇方 曹陈震 冯媛 

熊瑛 李鹏飞 刘静 王淑静 瞿如一 冯帆 

王丽丽 周雄 李鹤 刘晓佳 杨利元 王艳梅 

（三）理学硕士 15人： 

葛兴会 郑玉春 单钰良 姜珊 邓云丹 张清梅 

张贝贝 曹延姗 黄文婷 王争 周凤敏 金纪亮 

林义孟 白婧毓 刘金平    

（四）法学硕士 14人： 

田洁赟 花兴振 孙艳容 李琰琳 董子琳 潘倩 

王国豪 秦齐 张越 杨晔 马越 杨美慧 

卢云 王宝娟     

（五）工学硕士 4人： 

夏烈阳 毛宗杨 周松松 姜浩   

（六）哲学硕士 2人： 

郑鑫 王熙成     

 

二、专业硕士 371人 

（一）会计硕士 75人： 

聂剑东 王丽丽 曹馨予 李艺寒 杜书樱子 王倩 

张益文 黄婉雯 韩念江 邢丹阳 杨清雯 赵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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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颖 谢郁荑 王越奇 杨国军 晏晓行 王俣 

王微 李冰婷 郭志得 王彬仰 代龙辉 田芙蓉 

鲁国升 黄诗雯 刘奇 解亚菲 袁嘉迪 张雷 

杨珏 于卓然 刀意 戴嘉铖 张璇 薛玉堃 

陆登明 段雯珺 刘帅 王艺超 刘玉麒 张宝珠 

赵凤媛 徐俊瑶 刘星月 林杭 普俊玮 范伟琳 

龚禹衡 龚茜倩 吴姝 房丹蕾 杨严 赵怡悦 

卫薪宇 刘佳美 王惠 王迪薇 穆立健 杨雯婕 

崔珊珊 陆若枫 段晓燕 刘苹钰 刘通 宋志翔 

张庆峰 曾雨昕 辉亚吉 周燕 马玉铸 全微莉 

赵立萍 朱宝 杨送英    

（二）工商管理硕士 58人： 

张惠凯 杨云刚 陈亮 张佳佳 龚瑾 杨帆 

罗云洋 李佶 盛清 王芳 胡志 金欢欢 

王明明 许可 张晓玲 蔡锦森 李舜德 胡煜 

翁雯萱 蔡小丹 徐智 杨婧 李佛妮 李源 

邹娜 管润臣 杨晓宸 余青青 罗亚丽 黄俊芳 

谢波 赵伊 董亚方 路欣 何达 李杰顺 

张雯 张瑾 熊耀富 叶力源 杨鲁冬晴 李捷妤 

郭昕 徐鑫 叶洋 杨梦 王秀子 焦锋 

袁双秀 付柏羿 徐波 陈晨 赵婧宇 肖琼 

刘蕾 赵晓芸 宋亚菲 邓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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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管理硕士 72人： 

刘伟 张伟静 李后江 胡宇 付照波 周瑾 

周琨 肖海龙 孙瓅 宋鹏 王从有 刘青琳 

高婧雯 胡平 李林霞 胡蒙 董诗楠 戴祎 

姜玥辰 龚涌娥 张平 马泽 李涛 吴孟莹 

王红翠 马艺戈 李艳玲 袁潍 马伟丁 李春意 

李宛净 杨晓龙 黄艳坤 王燕 周静 陶冶 

周新凯 谢蕙羽 袁帅 刘煊 吴丽雅 赵云娇 

徐婧 李浩源 张卜元 于世文 周继颖 徐欣 

彭黎 王希 杨婷婷 宁娇 王娅楠 张雪 

胡文君 周思岑 赵昕 张文 罗以婧 胡蓉 

鲁飞燕 毛健霖 王雅倩 巴桑七林 王照春 马莉莎 

宋思佳 周小杨 张婷 赵振芳 贾群 何亚芳 

（四）法律硕士 33人： 

吕琳勇 徐兴卫 李浩 毛柏钧 付维兴 张阁 

孙迅 冯云青 李士辰 赵亚涛 李泽煜 吴子昂 

陈翠翠 刘警帆 耿亚鑫 李丽华 王甘霖 邱万斌 

高一策 周丽 黎祖鸳 吕柳熠 王秋萍 王一星 

胡莎莎 张宁 牛伟婷 周安琪 俞梦玮 徐茹菲 

赵维 陈政印 张欢悦    

（五）金融硕士 29人： 

庞博 王伟丞 向培 肖杨 龙鋆 赵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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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 杨成诚 陶荟名 杨浩浩 郑向婧 于秀娟 

刘蕊 林瑞聪 曾昕 张托阳 张诺 丁浩 

袁浩 张杉 温策 刘若莞 候志超 张智颖 

刘志 杨文倩 孙玥 方志龄 韩晓媛  

（六）国际商务硕士 18人： 

孙静 胡映雪 程航 刘慧萍 乐念 黄莉 

江宇轩 曹文佳 胡巧珍 许梦龙 张绍宇 郑贵耀 

张浩 李娇 郝悦 陈凡 王挺霜 张蓝月 

（七）税务硕士 21人： 

侯汝芫 万婷 梁淑芳 杨立菲 肖思宇 曾丽娟 

田茳洪 李容宇 冯优 冉益瑞 曾丞艳 潘锦钰 

张米 周奕吟 李惠林 李思颖 丁溢 董琦 

邵前 刘晓璐 田原    

（八）资产评估硕士 15人： 

任园园 郝思捷 王蓬 方馨 周逸夫 谢忍 

曾沁怡 张霄霖 杨剑刚 徐玉昆 狄晨 曹佳 

陆思桥 姜雨含 卢曦    

（九）应用统计硕士 20人： 

冯尧 冯贤鹤 张政 李晓萌 王静 白锦锦 

石浩言 成程 梁一敏 杨思涵 崔萌萌 冯兰 

郑浩澜 王玥 刘馨 高滢滢 韩悦 申潇雅 

康维扬 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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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审计硕士 13人： 

王红 陈梦璐 苏婷 张燕梅 刘璇 杨紫秀 

石琳 封莹 杨艳茹 费睿 张琦 李舒莹 

郭文玲      

（十一）新闻与传播硕士 10人： 

袁利欣 郑雅君 薛亮 薛子豪 夏世酉珍 张伟仁 

王鸿泽 汪勤 陈中强 张迪   

（十二）保险硕士 7人： 

周瑞姣 季司晨 刘康琦 崔梦宵 白延松 马丽雅 

张东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