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青出于澜”夏令营综合成绩排名前100营员名单

序号 姓名 本科专业

1 鲍涛 金融学

2 曹学康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曾涵资 国际经济与贸易

4 曾星星 经济学类韶峰班

5 曾芷晴 国际经济与贸易

6 常祎琳 金融学

7 陈楚玥 金融学

8 陈静 国际经济与贸易

9 陈雅诗 国际经济与贸易

10 陈逸凡 金融工程

11 陈迎萍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 陈子扬 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学方向

13 崔馨月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 党睿琪 经济学

15 邓晓君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 丁晨曦 经济学（经济计量方向）

17 董玥含 工程管理专业

18 方沛琳 经济学类（世界经济学）

19 付嘉琳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 高畅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 高佳昵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 谷娇 经济学

23 郭纪东 经济学

24 郝鹏 经济管理试验班

25 胡蝶 经济学类（韶峰班）



26 胡罗明 经济学

27 黄雨焓 金融数学

28 霍蒙蒙 经济学

29 姜南 投资学（双培—外经贸）

30 姜玉萍 国际经济与贸易

31 蒋佩 经济学

32 金莹 经济学

33 李栋梁 金融学

34 李鸿瑶 国民经济管理

35 李静涵 经济学

36 李庆豪 经济学

37 李怡宁 国际经济与贸易

38 李莹 金融学

39 李长青 金融学

40 李祖涵 经济学

41 林涵天 国际经济与贸易

42 刘晶雨 经济学（实验班）

43 刘姗姗 金融工程

44 刘文雅 经济学类（韶峰班）

45 刘心怡 经济学（中加合作）

46 刘亚淇 经济学

47 刘雨欣 经济学

48 刘悦茹 经济学类韶峰班

49 刘子晗 金融数学

50 楼婷 经济学

51 卢鹏 经济学（现代经济学）

52 马海荟 管理科学

53 聂子茵 国际经济与贸易



54 彭洋漾 经济学类韶峰班

55 乔楚 金融学

56 邵宝魁 经济学类（韶峰班）

57 舒琳涵 经济学（理科试验班）

58 苏佳妮 国际经济与贸易

59 谭天宇 金融学

60 汤笑笑 国际经济与贸易

61 陶海森 经济学

62 童诗淇 行政管理；经济学（双学位）

63 童一舟 财政学

64 汪谦益 经济学专业

65 王家冀 金融学

66 王晋立 经济学（实验班）

67 王梦令 经济管理试验班（经济学）

68 王婉怡 国际经济与贸易

69 王熹 金融数学

70 王尧 经济学（基地班）

71 王智超 经济统计学

72 王籽曦 数理金融

73 王梓宁 统计学

74 魏如 中英工商管理

75 吴仪 经济学

76 吴雨池 工商管理

77 熊国豪 经济学（实验班）

78 徐志远 经济学类韶峰班

79 许晗 经济统计学

80 薛力红 金融学（实验班）

81 颜翔宇 经济学



82 杨媛媛 金融工程

83 于明思 金融学（量化金融实验班）

84 俞力宁 金融学

85 臧小森 经济学

86 张庆霖 经济学类韶峰班

87 张全飞 工商管理

88 张容瑜 金融学（CFA特色班）

89 张晓雅 国民经济管理

90 张雨琪 金融学

91 张卓昕 经济学

92 赵汉超 经济学（创新）

93 赵文佳 金融学

94 赵艺涵 经济学法学双学位

95 钟明志 经济学

96 周思彤 金融

97 朱慧敏 国际经济与贸易

98 朱昱欣 金融科技

99 庄园 经济学

100 邹可 金融学

名单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