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励志计划同学会名录 

赵颖 L20140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姜树广 L201402 山东大学 

张佐敏 L201403 中山大学 

郭步超 L201404 南开大学 

裘翔 L201405 复旦大学 

王霄 L201406 厦门大学 

赵巧一 L201407 北京师范大学 

于斌斌 L201408 东南大学 

黄婷 L201409 华东师范大学 

吴海江 L201410 浙江大学 

杨校美 L201411 南开大学 

刘甲炎 L201412 华中科技大学 

陈启斐 L201413 南京大学 

谭梁丽 L201414 广西财经学院 

周凯玲 L201415 湖北经济学院 

许濒尹 L201416 浙江理工大学 

张宁川 L201417 武汉大学 

曾维炯 L201418 中国人民大学 

张凯宁 L201419 中国人民大学 

胡玉芳 L201420 江西财经大学 

冯雪 L201421 中央财经大学 



项乐 L201422 华中科技大学 

蔡宁 L201423 北京师范大学 

戴小勇 L201424 大连理工大学 

李筱乐 L201425 南开大学 

姚博 L201426 西安交通大学 

张勋 L201427 北京大学 

李承政 L201428 上海交通大学 

陈福中 L201429 中国人民大学 

张乐 L201430 华南农业大学 

马本 L201431 中国人民大学 

王晶晶 L201432 南京大学 

王猛 L201433 南京大学 

肖金川 L201434 复旦大学 

温兴祥 L201435 西南财经大学 

 宫旭红 L201436 南开大学 

黄远浙 L201437 宁波大学 

张可 L201438 上海财经大学 

廉永辉 L201439 南开大学 

徐建斌 L201440 华中科技大学 

王昱 L201441 大连理工大学 

王亚丽 L20144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冯明 L201443 清华大学 



李延朋 L201444 厦门大学 

何文剑 L201445 南京林业大学 

荣金芳 L201446 大连理工大学 

李梦洁 L201447 南开大学 

戴美虹 L201448 大连理工大学 

许致维 L201449 西南财经大学 

马晟 L201450 厦门大学 

王小华 L201451 西南大学 

王刚 L201452 上海财经大学 

石阳 L201453 上海财经大学 

董逸豪 L201454 西北民族大学 

牛爱多 L201455 上海金融学院 

苏鑫 L201456 北京工商大学 

韩冬妍 L201457 大连理工大学 

乔坤元 L201458 北京大学 

剡亮亮 L201459 上海财经大学 

杨飞 L201460 西南财经大学 

景红桥 L201461 南开大学 

刘啟仁 L201462 厦门大学 

毛志娟 L201463 上海财经大学 

隋颜休 L201464 中央财经大学 

刘韵婷 L201465 中山大学 



冯泽京 L201466 中央财经大学 

李恩成 L201467 湖北经济学院 

李美婷 L201468 中山大学 

余全强 L201469 南京审计学院 

李翔 L201470 湖北经济学院 

和兰 L201471 东南大学 

吴少恋 L201472 华南农业大学 

朱沛东 L201473 南京审计学院 

杨冬 L201474 西北师范大学 

斯文 L201475 上海社会科学院 

代昀昊 L201476 华中科技大学 

张光利 L201477 中国人民大学 

李旭超 L201478 浙江大学 

傅利福 L201479 山东大学 

赵婉妤 L201480 东北财经大学 

李梦雨 L201481 南开大学 

孙文章 L201482 大连理工大学 

郑中华 L201483 中央财经大学 

罗刚飞 L201484 浙江工商大学 

闫强 L201485 上海社会科学院 

廖旦 L201486 上海财经大学 

冯乾 L201487 中央财经大学 



张翔 L201488 清华大学 

刘一点 L201489 中央财经大学 

李岚峰 L201490 中央财经大学 

周新发 L20149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丰元 L201492 中国人民大学 

袁磊 L201493 山东财经大学 

杜帅南 L201494 中央财经大学 

易珊梅 L201495 北京工商大学 

张菲琴 L20149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罗粒 L201497 中央财经大学 

侯霖沛 L201498 北京工商大学 

熊苗苗 L201499 中央财经大学 

许志涛 L201500 西南财经大学 

李珮 L201501 武汉大学 

张娜 L201502 中央财经大学 

张超汉 L201503 吉林大学 

吴晓忠 L201504 南开大学 

李于于 L20150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媛媛 L201506 南京审计学院 

袁峤 L201507 南京审计学院 

刘家毓 L20150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立清 L201509 广西大学 



张璐 L201510 北京工商大学 

万鹏 L201511 北京工商大学 

汪丽萍 L201512 上海财经大学 

郭军 L201513 华中农业大学 

卜振兴 L201514 南开大学 

刘丹 L201515 北京工商大学  

马超 L201516 南京大学 

谭毅 L201517 中央财经大学 

袁缘 L201518 中央财经大学 

任雅姗 L201519 中央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