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学院2022年转专业结果公示
姓名 性别 原学号 原专业 录取专业

侯智骞 男 2101190211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候文雅 女 2101190307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

孙槿如 女 2101190324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李瑞杰 女 2101190411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付江瑞 女 2101190506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郭依依 女 2101190508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王喆 男 2101190524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刘硕 女 2101190613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邵明辉 男 2101190721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

郑隆扬 男 2101190734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

吴敏毓 女 2101191127 工商管理 财务管理

张爱鱼 女 2101191529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

崔煜卓 女 210815040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财务管理

赵倩倩 女 2108150434 功能材料 财务管理

杨姿 女 2109060333 工程管理（项目管理方向） 财务管理

辛勇锋 男 2101190626 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董凯瑞 男 2101400106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张晓阳 女 2101400136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张馨洁 女 2102220337 物流管理 工商管理

孙缘 女 210518082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商管理

刘馨悦 女 2109060111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方向） 工商管理

卢炫宇 女 2109060112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方向） 工商管理

蔡婉如 女 2109210301 土木工程（道路桥梁方向） 工商管理

李怡颖 女 2101190117 财务管理 会计学

张嘉怡 女 2101190332 财务管理 会计学

姜悦 女 2101190409 市场营销 会计学

李欣 女 2101190414 工商管理 会计学

宋勤霞 女 2101190419 市场营销 会计学

曾铭杰 男 2101190630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

李英姿 女 2101190712 财务管理 会计学

陈春艳 女 2101191101 审计学 会计学

何琳 女 2101191406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

杨嘉欣 女 2101191427 审计学 会计学

王梦瑶 女 2101191527 财务管理 会计学

张琳琪 女 2101191531 工商管理 会计学



陈一帆 女 2101400104 旅游管理 会计学

张清晨 女 2102220633 物流工程 会计学

李明丽 女 2103170111 金融学 会计学

赵欣冉 男 2103170137 金融学 会计学

杨田园 女 2103170430 金融学 会计学

田昊 男 2103170522 金融学 会计学

张雨晴 女 2103170636 金融学 会计学

陈奕言 女 2103200104 贸易经济 会计学

王梦阳 女 2103200125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刘星池 男 2103200210 贸易经济 会计学

马苗 女 2103200319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李籽樾 女 2103200513 贸易经济 会计学

徐嘉欣 女 2103200626 贸易经济 会计学

韩佳 女 2104110108 档案学 会计学

裴莹莹 女 2105210528 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 会计学

李亚杰 男 2108150116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会计学

宋佳慧 女 2108150314 功能材料 会计学

王紫云 女 2108150625 功能材料 会计学

魏星宇 女 2109060125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方向） 会计学

王一然 女 2109180134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会计学（ACCA方向）

杨珺超 男 2101191128 市场营销 会计学（CIMA方向）

王佳奇 男 2101190128 工商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张阳阳 男 2101190230 市场营销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王鑫 男 2101190424 财务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覃元云 女 2101190636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郑智丹 女 2101190836 工商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邵飞燕 女 2101191415 工商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王璇 女 2101191422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栾雨晨 男 2101191434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李牧原 男 2103200207 贸易经济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李小苗 女 2108150410 功能材料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李敬宜 女 2108150513 功能材料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徐子菲 女 2109210534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方向） 会计学（注册会计师方向）

段霁珂 女 2101190107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周冰倩 女 2101400138 旅游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张夏唯 女 2103170634 保险学 人力资源管理

封萧萧 男 2101190207 工商管理 审计学

石皓颖 女 2101190418 市场营销 审计学



王思思 女 2101190422 人力资源管理 审计学

杨胜蓝 女 2101190429 人力资源管理 审计学

柴家惠 女 2101190501 财务管理 审计学

吴鸾 女 2101190624 财务管理 审计学

闫茹梦 女 2101190635 财务管理 审计学

赵隋园 女 2101190832 市场营销 审计学

谭浩政 男 2102220328 物流工程 审计学

庞亚楠 女 2103170319 金融学 审计学

王文雅 女 2103170426 金融学 审计学

曹一帆 女 2103190102 经济统计学 审计学

王铮 女 2103200130 贸易经济 审计学

张奕博 男 2104110327 档案学 审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