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发〔2016〕82 号

关于表彰 2016 年中央财经大学

奖助基金获奖助人员的决定

各院、部、处（室、馆、所、中心）、直属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16 年中央财经大学奖助基金评审工作的

通知》（校发〔2016〕38 号）的要求，2016 年中央财经大学各

奖助基金的申报、评审、审批及公示工作已于 6 月 1 日结束。

经各基金评审小组严格评审，学校奖助基金评审委员会审批，

拟奖助人员名单向全校公示，现已确定保险学院 2015 级劳动与

社会保障专业班刘安然等 1222 名个人、“京通力量”团队等 54

个集体或团队（具体名单见附件）荣获我校 2016 年奖助基金各

项奖项，共颁发奖金 360.56 万元。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年 6 月 16 日

学校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16 日印发



附件

2016 年中央财经大学奖助基金获奖助人员名单

一、学校奖
（一）助学金
1.涌金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100 人，资助金额 200,000 元；申报 233 人，合格 141

人；评出受助者 100 人，颁发助学金 200,000 元，每人资助 2,000 元。
刘安然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程玉雪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杨钰婷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唐 琳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专业班
冯 燕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潘冬灵 财政学院 2015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姚 淑 财政学院 2015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梁 敏 财政学院 2015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袁 叶 财政学院 2013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黄婧雯 财政学院 2012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熊爱萍 财政学院 2012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李 美 财政学院 2012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潘昭宇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1班
金 真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1班
缑绍虎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2班
曹慕杰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2班
马君慧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 3班
上官灵芝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王自义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班
孟 硕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班
莎娅·国迈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毛 丹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叶冬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姚栋梁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欧阳紫依 会计学院 2015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马 慧 会计学院 2015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米 益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宋云启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王俊婷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蒋梦涵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刘 宁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周 鹏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刘习文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陈永升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谢 攀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贾星瑞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李 凡 经济学院 2015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刘永康 经济学院 2015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胡文旭 经济学院 2015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马 蕊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王欣伟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周馨茹 商学院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杜欧州 商学院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张 爽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郭乐艳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王令东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唐燕飞 商学院 2014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王瑞坤 商学院 2013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汪炎君 商学院 2012 级物流管理专业班
陈 恋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经济社会学专业班
沙金地 社会发展学院 2014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陈子旋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班
李梦倩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于 晓 税务学院 2014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卫柳杨 税务学院 2013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代 轲 税务学院 2012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杨金妹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班
张仕璟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班
巴 雄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班
李慧萍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经济统计专业班
王书婷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统计专业班
郑露露 外国语学院 2012 级财经英语专业 2 班
曹晓菲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张彩霞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韩钰洁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张新艳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刘敏敏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班
姚海婷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熊 泉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广告学专业班
毛 宁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新闻学专业班
管少霞 信息学院 2015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李文洁 信息学院 2015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李必武 信息学院 2015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杨 梓 信息学院 2015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牛黎云 信息学院 2014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贾 梦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王笑展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李 丹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黄 媛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邵 舜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王玥迪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2012 级财政理论与政策专业班



明书聪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3 级公司理财专业班
何俞蓉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4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张 静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1班
马雅楠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冯雪倩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雨菡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常志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陈崇有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晓峰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晓娟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李 赵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祥磊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蒋晓敏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魏宏博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任 浩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广生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程慧超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崔卉淼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林子琨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2.成心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100 人，资助金额 200,000 元；申报 246 人，合格

157 人；评出受助者 100 人。颁发助学金 200,000 元，每人资助 2,000
元。

徐倩男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2 级保险专业班
陶云倩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杨 哲 财政学院 2013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刘星如 财政学院 2013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叶诗雯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3班
曹 影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2班
周慧慧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1班
何燕梅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涉外专业 3班
唐永琪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 2班
李雪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班
姚 敏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薛苗苗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12级国际贸易/金融风险管理专业1班
李佳滢 会计学院 2015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叶 媛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王慧敏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潘静茹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解远飞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马欣彤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夏 雪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王 爽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杨 容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仝卓远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实验班
赵 瑞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杨 晗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实验班
何 睿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阳珍妮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魏心欣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徐笑森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李嘉敏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曹 倩 商学院 2015 级大数据营销专业班
陈嘉丽 商学院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王昀昀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杨晶晶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刘文玉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王文静 商学院 2012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王 梅 商学院 2012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韩玉娇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李斯懿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经济社会学专业班
李 燕 社会发展学院 2014 级经济心理学专业班
闵尊涛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社会学专业班
齐 楚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学（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程晨阳 税务学院 2013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洛松卓嘎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郭舒浩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陈玫伊 税务学院 2012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倪安娜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专业班
尹素珍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2 级体育经济专业 1班
刘紫妍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应用统计学金融统计专业班
潘唯一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经济统计专业班
蔡瑷霞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学专业 2班
柯黄松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学专业 1班
张 敏 外国语学院 2015 级财经翻译专业班
刘名扬 外国语学院 2015 级日财经语专业班
宋倩楠 外国语学院 2015 级财经日语专业班
张 鑫 外国语学院 2015 级财经日语专业班
程 冕 外国语学院 2013 级财经英语专业 2 班
雷燕函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高岩岩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马金折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张 倩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粟寒梅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郭梦婷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方专业班
张芮芮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万宇航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杨潇潇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班
郭焕敏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班
王梦欣 信息学院 2015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班
应美玲 信息学院 2014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陈 语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夏 娜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国际政治专业班
黄竞圆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国际政治专业班
张阿曼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谭翠萍 政府管理学院 2012 级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专业班
林雯晖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2 级金融学公司理财专业班
杨 阳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2 级国际金融专业班
高泽富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5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1班
黄新宇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3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孙 枢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王敏霞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常方圆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柳海飞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戬芳 财政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单卫威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祁雯雯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 筱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俞 惠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赵金浩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马永娇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马文军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张 辉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温 静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武立华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丁超超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谢丽菲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郭 飘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鲁兵兵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 浮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振杰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时 榴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 彤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3.校友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9 人，资助金额 27,000 元；申报 30 人，合格 21

人；评出受助者 8 人（福建 3 人，江苏 2 人，四川 3 人），空额 1
人，颁发助学金 24,000 元，每人资助 3,000 元。

（1）福建校友助学金：资助 3 人，每人资助 3,000 元。
许燊骏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陈育敏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肖 婷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班
（2）四川校友助学金：资助 3 人，每人资助 3,000 元。
蒋志鹏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专业班
李飘柔 商学院 2015 级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班
陈 悦 信息学院 2014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3）江苏校友助学金：资助 2 人，每人资助 3,000 元。
高丹敏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精算方向)专业

班



胡 平 统计与数学学院2014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专业班
4.正和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50人，资助金额 100,000 元；申报 122 人，合格

82 人；评出受助者 50 人，颁发助学金 100,000 元，每人资助 2,000
元

李 伟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专业班
王 建 财政学院 2015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马学海 财政学院 2013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李欣颐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3班
史 雯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2班
马小雪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2班
万盾斌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2班
张丽蓉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 2班
若扎·叶尔肯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马天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投资学专业班
早克然·库地热提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投资学专业班
帕娜尔古丽·珠拉曼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管理专

业班
阿衣江·叶尔木哈提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管理专

业班
靳润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业

班
吾木提古丽·达尼亚尔 会计学院 2015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娜孜拉·那扎尔 会计学院 2015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娣娜·木塔里甫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热汗古丽·卡德尔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刘佳莉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范倩倩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罗睿睿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任慧敏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马 良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张春景 会计学院 2012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陈莞尔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穆 蓉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冯 瑞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王霞飞 经济学院 2015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卢丽萍 经济学院 2015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李盼盼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杨旭华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管理专业班
洛桑旦增 商学院 2013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马有才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经济社会学专业班
张玉洁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经济心理学专业班
拉扎提·阿达力 税务学院 2014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热孜宛古丽·麦麦提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学专业班
马维春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专业班
郭晓钰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专业班



马子鹏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班
童楚婕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统计学专业班
东 凡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统计学专业班
杨金龙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张 丽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马倩倩 信息学院 2015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赵玉蓉 信息学院 2014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吴文卓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邓卓兵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朱玉彤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吴丽媛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2014 级财政理论与政策专业班
赵 倩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3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5.泸州老窖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50 人，资助金额 100,000 元；申报 70 人，合格

30 人，空额 20 人。评出受助者 30 人，空额 20 人；颁发助学金 60,000
元，每人资助 2,000 元。

杜尚隆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班
王艳珍 财政学院 2015 级财政学专业班
程 成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班
凌 然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班
冯海年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班
刘 丽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谢琴维 会计学院 2014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武 瑾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班
陈潇蕾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崔瑞娟 商学院 2012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陶 姣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经济心理学专业班
王子璇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班
张华雪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经济社会学专业班
韦书爽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魏晓璐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胡婷婷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黄玉琦 税务学院 2012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赵凌锋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班
尹壹晴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班
司徒雪颖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经济统计学专业班
高绘景 文化传媒学院 2012 级书法学专业班
张珊珊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和秋玲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张心怡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刘开委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戴思桦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白晓云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黎茂霜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任丽蓉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 玲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6.鸿发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230 人，资助金额 460,000 元；申报 328 人，合格

196 人。评出受助者 190 人，空额 40 人；颁发助学金 380,000 元，
每人资助 2,000 元。

陈 敏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王涓素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专业班
翁亚琼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节 莹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刘 格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高小月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陈麟慧 财政学院 2015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张宇宸 财政学院 2015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曹仕超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张兴姿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王 迎 财政学院 2012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谢欣蕾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3班
胡媛媛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2班
周远洋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1班
刘 悦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1班
刘 欢 法学院 2015 级法学专业 1班
胡 萍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2班
黄依妮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3班
胡超凡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3班
魏 婷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3班
薛石带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1班
潘 涛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2班
晏丹娟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宋 欣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3班
周佳欢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常 敏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班
李静芸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 1班
秦 英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 2班
秦 翔 法学院 2012 级法专业 2班
姚 蛟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 1班
周惠欣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田 蕾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祝婉晴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史育薇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学专业班
张 妍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投资学专业班
孙靓红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班
陈 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谭海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投资学专业班
裴滢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吴思佳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李泽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夏琴英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喻 龙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何宓蓉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郭 蕊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李洪琰 会计学院 2015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张 丽 会计学院 2014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宋晓雪 会计学院 2014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李 妮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李 萌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熊笑笑 会计学院 2013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胡锦明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李雨芳 会计学院 2012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徐 傲 会计学院 2012 级国际管理会计专业班
陈 诗 会计学院 2012 级国际管理会计专业班
邹矾淇 金融学院 2015 级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专业班
李昕瑶 金融学院 2015 级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方向专业班
齐留洋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黄丽灵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马丹蓉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专业班
潘佳程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专业班
梁 月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林 萍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欧小喻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程志强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杨紫璇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巩 丹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李一迪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杨瑞琪 经济学院 2012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钟 丹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张 瑶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刘晓华 商学院 2015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刘诗佳 商学院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姜 琳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汤佳丽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杨 艾 商学院 2015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汪冬梅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陈康逸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宋林杰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李婉荣 商学院 2014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李可梦 商学院 2014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左远明 商学院 2013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万玉洁 商学院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王园园 商学院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杨正娟 商学院 2013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李亚娟 商学院 2013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赵 畅 商学院 2013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李雪雨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经济心理学专业班



马建欣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吕 沛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于思远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史鑫鑫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张崇元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专业班
王雁翔 税务学院 2012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赵 苑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专业班
吴姝琦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专业班
张 萍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2班
高玉颖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2班
甘甜美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应用统计学金融统计专业班
梁文凤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应用统计学金融统计专业班
肖洁琳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应用统计学专业班
李 婷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应用统计学金融统计专业班
徐 甜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经济统计学专业班
喻燕君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经济统计学专业班
王耀东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班
肖永强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应用统计学专业班
王龙飞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经济统计学专业班
徐 攸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统计学专业班
孔瑞彩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学专业 2班
张映映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学专业 1班
刘 派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学专业 1班
王 靖 外国语学院 2015 级财经英语专业班
丁 雷 外国语学院 2014 级财经日语专业班
杨 婉 外国语学院 2014 级财经英语专业 2 班
王 悦 外国语学院 2014 级财经英语专业 1 班
李 昕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广告学专业班
陈玉梅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吕文益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胡文静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张明谦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广告学专业班
张午美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蒙春婷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钟 楚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张佳成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潘 琦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黄 艺 文化传媒学院 2012 级书法学专业班
涂 昕 信息学院 2015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李 静 信息学院 2015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李 亚 信息学院 2014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李隆苗 信息学院 2012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王 浏 信息学院 2012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郑杉杉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班
孙旭升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班
马青松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郭文文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陈 贞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路莉萍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专业班
张美玉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王 慧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魏玉梅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国际政治专业班
唐甚男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陈 璐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张常明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郭 彤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付 敏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沈冯珍 政府管理学院 2012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刘 欢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2014 级财政理论专业班
李 倩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2013 级财政理论与政策专业班
吴亚男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2013 级财政理论与政策专业班
林大典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4 级国际金融专业班
唐 玮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3 级公司理财专业班
罗嘉玲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2 级公司理财专业班
胡明明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5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许竹媛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3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1班
王若愚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张元娜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马志鹏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1班
胡灵颖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1班
彭文静 财政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丽峰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吴多强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文超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 彤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唐 栗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秦 凯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徐恒鹏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胡银燕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杨雨晨 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徐晓明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代欢欢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艳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闫昊昊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任 婕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张妙枝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路诗佳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郝凯丽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周利强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康 琪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徐梦琳 金融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李志勇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武 泳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高 玮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张 祎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聂 瑞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苟丽萍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白 茜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方 荣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祝灵秀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黄晓倩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周 玥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7.中央财经大学“手牵手”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176 人，资助金额 880,000 元；申报 88 人，合格

53 人。评出受助者 50 人，空额 126 人；颁发助学金 250,000 元，每
人资助 5,000 元。

雷妮妮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杨荣改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米洪刚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江宁莺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王新然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徐代国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曹文婧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2班
常思煜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1班
马永保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班
杨 翼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班
张 慧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工程管理项目管理专业班
王勤秋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刘锦琛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王处处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张 雷 会计学院 2014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李宇帆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姚鹏远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胡鸿俊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曹倩倩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实验班)专业班
刘 健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奴日阿米娜·奴日买买提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 班
毛云如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杨 鹏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罗朝香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陈亚男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潘 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张亚萍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管理专业班
马海丽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管理专业班
柳 阳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管理专业班
韩雅倩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段艺彬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王倩倩 税务学院 2014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格桑多吉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史 米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马国焕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马慧玲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安彦梅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冯晔敏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2班
陈诗瑶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2班
刘 帆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班
何雨蒙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应用统计学专业班
苑兴涵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应用统计学专业班
宋亚男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经济统计专业班
王 怡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经济统计专业班
张 悦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统计学专业班
杨晓然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统计学专业班
皮 骁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李 琪 信息学院 2014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张耀杰 信息学院 2014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李斌城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班
8.建成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5 人，资助金额 50,000 元；申报 6 人，合格 6 人。

评出受助者 5人；颁发助学金 50,000 元，每人资助 10,000 元。
焦月晗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2 级保险学专业班
田 薇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2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张 玥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邬 灿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郭委鑫 税务学院 2012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9.红风助学金
计划资助名额 10 人，资助金额 50,000 元；申报 11 人，合格 9

人。评出受助者 8 人，空额 2 人；颁发助学金 40,000 元，每人资助
5,000 元。

刘婷婷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马雨晗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学专业班
武 悠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李笑笑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袁 雪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马丽芳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黄 颖 商学院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刘丽媛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二）奖学金
1.涌金本科生特等奖
计划奖励名额 4 人，奖励金额 60,000 元；申报 29 人，合格 21

人；评出获奖者 4 人，颁发奖金 60,000 元，每人奖金 15,000 元。
王中华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班
范英杰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赵华清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张 迪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金融数学专业班



2.涌金本科生学术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33 人，合格 24

人；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琚 然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精算专业班
丁 炜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李麒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刘瑞琳 会计学院 2012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王 兴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专业班
刘 潇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翁金铭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梁雪娇 文化传媒学院 2012 级艺术设计书法专业班
乔 雨 信息学院 2013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班
刘婉玉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3.涌金本科生学习优秀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人，奖励金额 50,000 元；申报 56 人，合格 27

人；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 50,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吴莲莲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2 级保险学专业班
袁亚美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学专业班
王懿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专业班
李天鸿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房地产管理专业班
陈珂琪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熊 瑶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班
王可心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班
刘梦杭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学专业 1班
徐慧洁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5 级金融学公司理财专业班
刘昊尊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2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

业 2班
4.涌金研究生特等奖
计划奖励名额 2 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5 人，合格 4 人；

评出获奖者 2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人奖金 15,000 元。
曾 冰 经济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张 玥 社会发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5.涌金研究生学术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 人，奖励金额 50,000 元；申报 17 人，合格 7

人，空额 3 人；评出获奖者 6 人，空额 4 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
每人奖金 5,000 元。

朱 玲 法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禄 曼 法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高圣洁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马桂花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曾庆桃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陈顺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6.成心本科生特等奖
计划奖励名额 3 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14 人，合格 13

人；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0 元。
沈润冰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张思禹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3 级国际金融专业班
史佳慧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4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7.成心研究生特等奖
计划奖励名额 3 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2 人，合格 2 人，

空额 1 人；评出获奖者 2 人，空额 3 人。颁发奖金 20,000 元，每人
奖金 10,000 元。

齐欣林 金融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白雯娟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8.鸿基世业学生综合素质优秀奖
计划奖励名额 30人，奖励金额 150,000 元；申报 349 人，合格

249 人；评出获奖者 30 人，颁发奖金 150,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姚唐馨欣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专业班
江 幸 财政学院 2013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段 琦 财政学院 2012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林 茜 法学院 2012 级法学专业 3班
欧阳伊玲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投资学专业班
唐 斌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2014 级国际贸易金融风险管理专业3班
王思卿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杨伊晨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姜天予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钱佳琪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陈思宇 经济学院 2012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郑 晗 商学院 2012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蔡昕昕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赖泓宇 税务学院 2013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荣亚菲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2 级体育经济专业 1班
万宇佳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数学专业

班
刘知雨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经济统计学专业班
么向卿 外国语学院 2012 级财经英语专业 2 班
戴安然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广告学专业班
祝养豹 信息学院 2013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果航宇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班
景 薇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3 级金融学公司理财专业班
叶 子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4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2班
何 杨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翟湘琳 经济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苑西恒 经济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韩慧林 商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王惠姗 税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刘 青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潘海峰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5 级博士研究生
9.骋望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实践优秀奖
计划奖励名额 50人，奖励金额 150,000 元；申报 105 人，合格

60 人；评出获奖者 50 人，颁发奖金 150,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刘琳琳 MBA 教育中心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李芳菲 MBA 教育中心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易 巧 MBA 教育中心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丁 咚 MBA 教育中心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苏 文 MBA 教育中心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王沁璇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大伟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曾庆霖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张子亚 法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刘冰心 法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殷 俊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文卉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何 康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陈玺如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唐泽宇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闵婷婷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肖 磊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冯培山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梦箫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赵一霖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少鹏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舒小凤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晓焕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冯 巍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 潮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张 岩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吴 坤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高 源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晓汀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郝成志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 超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 敏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欧阳旭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尚天鹏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丁 辉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 颖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正超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郑朝华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曾 洁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贺 兵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邱理想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赵 彬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崔倩如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贾玉婷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盼盼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孙 磊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上官敏娜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刘 诗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潘 颖 税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徐子淇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10.泸州老窖学习进步奖
计划奖励名额 60人，奖励金额 60,000 元；申报 96 人，合格 70

人；评出获奖者 60人。颁发奖金 6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吴丹丹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余 米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兰婉芸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精算专业班
王 博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精算专业班
刘延婷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精算专业班
詹姝姝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陈杨芷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张彦祺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朱歆艺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陈昭伊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张筱钰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2班
魏 倩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3班
花文美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3班
琚京丰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盛 雪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学专业班
李新月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刘梦雨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王莹曼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蓝显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邵智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孙明正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1班
张 策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罗泾仪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易 奕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王 月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庄斯佳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罗 刚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陈祖炎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张一弛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段少祥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刘昌凯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白星雨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黄德晓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吴昱村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张祎涵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管理专业班
郭文强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工作专业专业班
许童童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邱欣然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冯 淼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夏天董子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专业班
殷利波 税务学院 2013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哈丽玛·那马斯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专业班
周云慧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专业班
杨 黎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班
钟 景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金融数学专业班
杨艺婷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应用统计专业班
邹玥珂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王贤超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魏静怡 文化传媒学院 2013 级广告学专业班
周国栋 信息学院 2014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王凯莉 信息学院 2014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班
潘佩欣 信息学院 2013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吴京蔚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班
郭梦遥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德吉央宗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汪星熹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王子豪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郭问语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4 级金融学公司理财专业班
刘登峰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4 级国际金融专业班
杨 煜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4 级经济学数理经济专业 1

班
11.泸州老窖优秀志愿者奖
计划奖励名额 20人，奖励金额 40,000 元；申报 36 人，合格 17

人；评出获奖者 17 人，空额 3 人。颁发奖金 34,000 元，每人奖金
2,000 元。

朱晓熙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彭倩茜 财政学院 2013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张宁珊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2班
李 力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学专业 1 班
张诗然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滕健健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陈芳兵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投资学专业班
邓涵予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张 凯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肖鸿宇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国际货币专业班
徐俪珈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硕士研究生
彭剑垚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沙泽洲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郎 琨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专业班
徐婉昕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专业班
薛昱琨 文化传媒学院 2012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史梦宇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国际政治专业班
12.正和奖学金
计划奖励名额 32 人，奖励金额 96,000 元；申报 171 人，合格

125 人；评出获奖者 32 人，颁发奖金 96,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胡慧子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李卉瑶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4 级保险学专业班
杜 霞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王 彤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王丽红 财政学院 2013 级财政学专业 1班
王艺轩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3班
杨树婷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学专业班
乔玥娇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马嘉锌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赵琰怡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班
郝娟亚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闫熠辰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高姗青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周静柔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曹雨萱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实验班
宋思锐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实验班
刘芷菡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王 宸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刘之阳 商学院 2015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卢乐仪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龙昱帆 商学院 2013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张婷婷 社会发展学院 2014 级经济社会学专业班
洪冰雯 税务学院 2013 级国际税收专业班
李嘉莹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 1班
冯家铭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统计学专业班
王娜娜 文化传媒学院 2015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高雨竹 信息学院 2013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何友维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邓福通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班
李沐昀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2013 级财政学理论与政策专业班
谭杰文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5 级金融学公司理财专业班
王菁云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4 级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专业1班
13.敬彩奖励基金
计划奖励名额 3 人，奖励金额 9,000 元；申报 64 人，合格 40

人；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9,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常雪丽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王 瑛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杨育龙 会计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14.涌金优秀学生干部奖
计划奖励名额 20人，奖励金额 100,000 元；申报 228 人，合格

144 人；评出获奖者 20 人。颁发奖金 100,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范舒敏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李 超 财政学院 2012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周心怡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院专业 3 班
张 萌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黄冰清 金融学院 2015 级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专业班
杨 烨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杨书雷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陈明博 商学院 2012 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班
陈 璇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刘 哲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经济心理学专业班
胡雨薇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孟 哲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李畑雨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专业班
孙亚楠 文化传媒学院 2012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刘 爽 文化传媒学院 2012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孙司宇 财经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侯凯轩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周芯如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张雅靖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 莉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15.骋望沙河园区优秀学生干部奖
计划奖励名额 50 人，其中宿舍楼楼长 10 人，每人奖金 1000 元；

层长 40 人，每人奖金 500 元，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27 人，合
格 23 人；评出获奖者 22 人（楼长 13 人、层长 9 人），空额 28人，
颁发奖金 17,500 元。

（1）宿舍楼楼长 13 人，每人奖金 1,000 元。
王爱菊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周雅静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赵迎旭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吕巾杰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魏 翔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米 多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杨 杰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杨 荟 商学院 2014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李雪白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管理专业班
崔 琪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班
明 慧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张紫涵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2014 级财政理论专业班
陈思琦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2013 级财政理论与政策专业班
（2）层长 9 人，每人奖金 500 元。
林荔圆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王田丹琳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刘 雅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石晓玥 外国语学院 2014 级财经日语专业班
江林格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经济统计专业班
应珂婷 文化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文秘专业班
卜夏瑾 信息学院 2014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任津萱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李浩然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16.骋望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 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90 人，合格
46 人；评出获奖者 10 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顾雯元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薛艾珂 财政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张燕城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石 鹏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 楠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马 婕 税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马 茹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谷 金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 洲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何 颖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17.华为奖学金
计划奖励名额 20人，奖励金额 100,000 元；申报 105 人，合格

77 人；评出获奖者 20 人。颁发奖金 100,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任泺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刘琳晨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投资学专业班
吕潇苇 会计学院 2013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杨 霄 会计学院 2013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宋禄霖 会计学院 2013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马 璇 会计学院 2013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蔡懋璇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高震男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王迪一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谢 禛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2013 级国际金融专业班
张丹阳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周 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蒋秋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谭力维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张 淼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雷 介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王钦昀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晋英杰 社会发展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赵佳玉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张 巾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18.涌金学术科研团队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支，奖励金额 50,000 元；申报 41 支，合格 24

支；评出获奖者 10支。颁发奖金 50,000 元，每队奖金 5,000 元。
（1）“京通力量”
杨心悦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李卉瑶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专业班
杨明俣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许钦涛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贾 旖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2）“图样（普会）创意团队”
张皓楠 保险学院 2013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兰 倩 保险学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牟珊珊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学专业班
郑逢萍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靳亦晴 保险学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张彦祺 保险学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刘安坤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学专业班
（3）“财政 14-2 班政府采购研究小组”
杨 鑫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 班
张子辰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 班
郭子珩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 班
周吴桂子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殷 铭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 班
任 榛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 班
杨静芷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 班
王爱菊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4）“中央财经大学代表队”
梭 娅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2班
薛逸菲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樊瑞雪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周佳欢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张源青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3班
吕曼菲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2班
（5）“看见公益”（看见公益微电影圆梦计划）
丁 炜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孔诗莹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张伟法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李小燕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李佳璇 法学院 2013 级法学专业 1班
张振琦 信息学院 2013 级信息管理专业班
梁靖凡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3 级视觉传达专业班
杨 帆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3 级视觉传达专业班
（6）“美赛 45436”
李麒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曾 静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与国际金融专业班
刘一鹏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7）“中央财经大学智行团队”
任津萱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胡运昶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贸易专业班班
张亚姣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杨 芹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周 潺 商学院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8）“HQ”
佟安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周 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申 祺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儒浩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夏旭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蒋秋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9）“安卓 33 号研究小组”
金 伟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夏 清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张煜潇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周跃腾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赵明威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郭怡然 信息学院 2012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10）“天空之城”
冯 羽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邓 坤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2014 级数理金融与数理经济专业班
贾雅洁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程佳美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班
齐杓东 政府管理学院 2014 级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班
19.理想社会实践团队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支，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24 支，合格 22

支；评出获奖团队 10支。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队奖金 3,000 元。
（1）“红色蒲公英”
梁雪娇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2 级书法专业班
胡 扬 会计学院 2013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庞声闻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3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赵 苑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专业班
刘桂双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2 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班
（2）“马院研究生社会实践团队”
曾庆桃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陈顺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马桂花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3）“廊景丝韵陇上行”
朱 健 保险学院 2013 级保险学专业班
乔翘楚 保险学院 2013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李 梦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城市管理专业班
周海蓉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2班
邓卓兵 政府管理学院 2013 级行政管理专业班
牛馨曼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经济统计专业班
季正涵 保险学院 2014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4）“中财丝雨团队”
王星皓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统计专业班
王 帆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专业班
雷雪飞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统计学专业班
刘允晰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院 2013 级财政理论专业班
聂 康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佟奡哲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1班
苏 蕾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胡胜男 外国语学院 2014 级财经日语专业班
马建欣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专业班



李婧妍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3 级广告学专业班
（5）“金色翅膀——守望的天空”
徐上上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1班
刘一依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2班
邵敬华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1班
卢政润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1班
张 健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1班
凌英凯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2班
李昕怡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1班
王 洋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1班
谭智恒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2班
田 宇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2班
（6）“青年中锋队”
谭佳惠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闵尊涛 社会发展学院 2012 级社会学专业班
吴松桥 商学院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王园园 商学院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袁 铭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学专业班
陈卓立 商学院 2013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周叔媛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 2 班
王 楠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3 级数理经济专业 2班
潘雪 保险学院 2014 级精算专业班
（7）“Dream-makers”
高胜男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刘祖宇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陈妤琨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任秋佳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吴枚夏 信息学院 2014 级信息安全专业班
王文璐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任秋佳 财政学院 2014 级资产评估专业班
邱咏梅 商学院 2014 级市场营销专业班
刘思言 中国经济管理研究院 2014 级数理经济专业 2班
（8）“湘润中财”
余修平 税务学院 2014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王家慧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陈曦鸣 信息学院 2013 级信息管理专业班
林 好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肖健一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应用统计专业班
胡 涛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王桂英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2班
周中柱 社会发展学院 2014 级社会心理学专业班
杨 琳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杨 婉 外国语学院 2014 级财经翻译专业班
（9）“爱在陇上行”
孟 元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任 榛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汪凡智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周仕磐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 班
张一弛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 班
王乐仪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 班
田行健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庄斯佳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10）“Tidehunter”
刘钰莹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孙鹏宇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廖尉凌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张子睿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杨若巍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刘旭光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宋语娜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张 维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钟 华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3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梁佩玲 会计学院 2014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20.理想创新创业奖
计划奖励名额 2 支，奖励金额 100,000 元；申报 3 支，合格 1

支，空额 1 支；评出获奖团队 1 支，空额 1 支。颁发第一期奖金 25000
元，每队奖金 25000 元。

团 队：“寰美易德（北京）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李尘奇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5 级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刘亚枫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4 级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王佳艺 会计学院 2015 级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赵建川 保险学院 2015 级保险专业硕士研究生
李 硒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2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21.骋望研究生优秀创新团队奖
计划奖励名额 20 支，奖励金额 60,000 元；申报 13 支，合格 6

支，空额 14 支；评出获奖团队 6 支，空额 14 支。颁发奖金 18,000
元，每队奖金 3,000 元。

（1）“中央财经大学第三届职业规划季团队”
潘 莎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冯雨筱 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晓彤 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 捷 税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白连鹏 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 玥 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明书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吴 辉 统计与数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何 康 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徐家恒 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2）“中央财经大学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 ACE 小队”
徐子淇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田 媛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肖 瑶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3）“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会学术部”
刘 莉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赵鹏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雷发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雨曦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马文竭 政府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雨菡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文卉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黄莉社 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邓佩云 保险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郑 莹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之旭 社会发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薄媚月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赵玉婷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吕秋颖 税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郑子文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董顺科 保险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祝灵秀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曲晓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车祎菡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邓祎璐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位珍珍 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许仟红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子豪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于也雯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吴文成 国防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4）“中央财经大学神奇战队”
李晓汀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 涛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车 霄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唐慎毅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丁辉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5）“HQ”
佟安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儒浩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申 祺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蒋秋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夏旭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周 航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6）“易观国际分析师大赛中央财经大学小组”
黄晓倩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 晨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郭晓磊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22. 申玖奖学金
计划奖励名额 3 人，奖励金额 3000 元；申报 45 人，合格 20 人；

评出获奖者 3人，颁发奖金 3,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范 琳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1班
王俞轲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田浩翔 信息学院 2013 级信息专业班
（三）奖教金
1.涌金教师学术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 人，奖励金额 100,000 元；申报 51 人，合格

47 人；评出获奖者 10 人。颁发奖金 10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0
元。

孟 辉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副研究员
周 明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研究员
史宇鹏 经济学院副教授
苏 治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刘 宏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何其春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卢 闯 会计学院教授
侯佳伟 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孙志猛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汪 波 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2.涌金优秀教学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 人，奖励金额 100,000 元；申报 25 人，合格

21 人；评出获奖者 10 人。颁发奖金 10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0
元。

乔志敏 财政学院教授
张小平 法学院副教授
张 苏 经济学院教授
李建军 金融学院教授
张川川 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 刚 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梁 超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张 冰 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涂 艳 信息学院教授
王秀利 信息学院副教授
3.涌金优秀管理服务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 人，奖励金额 100,000 元；申报 17 人，合格

17 人；评出获奖者 10 人。颁发奖金 10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0
元。

贾永永 财务处副处长
曾伟晟 后勤处/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副处长
杨 雯 纪委监察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祝 伟 经济学院办公室主任
唐 征 人事处档案室主任
高 杰 团委书记
王 容 信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冯俊波 学校办公室法律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丁 峰 中财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昌欣物业总经理
李岫辉 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4.成心优秀学术成果应用奖
计划奖励名额 5 人，奖励金额 50,000 元；申报 6 人，合格 6 人；

评出获奖者 5人。颁发奖金 5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0 元。
郑苏晋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副教授
王 遥 财经研究院正高级研究员
贺 强 金融学院金融学院教授
王晓乐 文化传媒学院副教授
王 俊 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5.成心优秀实践教学奖
计划奖励名额 5 人，奖励金额 50,000 元；申报 7 人，合格 5 人；

评出获奖者 5人。颁发奖金 5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0 元。
韩复龄 金融学院教授
宋魏巍 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林 木 统计与数学学院讲师
谢 娜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李朝晖 法学院副教授
6.基础课教学奖励基金
计划奖励名额 15 人，奖励金额 45,000 元；申报 14 人，合格 11 人；

评出获奖者 11人，空额 4 人。颁发奖金 33,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陈华彬 法学院教授
许冰梅 法学院副教授
严成樑 经济学院副教授
宋一淼 经济学院副教授
周战强 经济学院副教授
肖 翔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占利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杨 蕊 统计与数学学院讲师
陈 静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郭 娟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闫书颖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7.滋兰树蕙优秀教师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15 人，合格 14

人；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黄志烨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王 昊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陈运森 会计学院副教授
王汀汀 金融学院副教授
丁志宏 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刘金科 税务学院讲师
薛玉山 统计与数学学院讲师
傅 强 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李 蕊 外国语学院讲师
白云真 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8.滋兰树蕙优秀管理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25 人，合格 22

人；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刘 莎 财务处副主任科员
刘丽云 后勤处/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副主任科员
陈 诚 人事处人事科副科长
孙 敏 沙河校区办公室对外联络科科长
宁小花 校友总会秘书处/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李爱民 宣传部宣传部副部长/新闻中心副主任
张琳琳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部助学服务中心副主任
霍晓冉 学校办公室校办综合科副科长
王 怡 资产管理处科长
袁 敏 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
9.滋兰树蕙优秀服务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人，奖励金额 30,000 元；申报 28 人，合格 26

人；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 30,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宋广庆 后勤处/后勤服务产业集团高级工
蔡英全 中财大资产经营公司高级工
张锦红 学校办公室员工
吴国英 校医院副主任医师
吴淑娟 图书馆馆员
于宏欣 财务处副主任科员
刘明刚 网络信息中心/数字化校园建设办公室中级工程师
王海波 图书馆馆员
王 琛 后勤处/后勤服务产业集团环保中心副主任
奚玉海 后勤处/后勤服务产业集团高级工
10.鸿基世业优秀档案工作者奖
计划奖励名额 5 人，奖励金额 25,000 元；申报 6 人，合格 5 人；

评出获奖者 5人，颁发奖金 25,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齐景坤 保卫处综合科副科长
许晓娟 文化传媒学院学院办公室主任
欧 萌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部助学服务中心副主任科员
庄 荷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辅导员
郝振达 资产管理处采购管理科科员
11.鸿基世业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人，奖励金额 50,000 元；申报 12 人，合格 12

人；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 50,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孔伟明 MBA 教育中心学生管理与职业发展部主任
吴文国 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魏飘飘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学科研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刘 勇 金融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胡 博 社会发展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团总支书记
耿 卉 团委副书记兼青年工作指导中心主任
常飞燕 文化传媒学院团总支书记
薛 雪 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部大学生就业与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

科员
陈慧猛 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
徐振东 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
12.鸿基世业优秀辅导员奖



计划奖励名额 10人，奖励金额 50,000 元；申报 18 人，合格 17
人；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 50,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刘宁静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辅导员
彭现堂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辅导员
安 虹 金融学院辅导员
李秋月 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
史忠媛 文化传媒学院辅导员
白 丹 政府管理学院辅导员
陈 微 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辅导员
王文忠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辅导员
姚晓琳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辅导员
张琪萱 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辅导员
二、学院奖
（一）金融学院-骋望奖励基金
1.骋望综合素质优秀奖:评出获奖 9 人（本科生 6 人、研究生 3

人）；颁发奖金 27,000 元，每人 3,000 元。
钱佳琪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姜天予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袁 咪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王思洋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陈柯伊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何松润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曾恋云 金融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贾 明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刘 扬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2.骋望学习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8 人（本科生 6 人、研究生 2

人）；颁发奖金 16,000 元，每人奖金 2,000 元。
赵艺迪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陈瀚斌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伍雷蕾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高 萌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徐明港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朱齐媛 金融学院 2015 级国际金融专业班
关璟璐 金融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卢盼盼 金融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3.骋望学习进步奖:评出获奖者 10 人；颁发奖金 10,000 元，每

人奖金 1,000 元。
何宇飞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王一宁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王 朝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代鑫宇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步建霖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刘 璐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陈 啸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邱庚韬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程思萌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晏聪 金融学院 2014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4.骋望优秀论文奖:评出获奖者 4 人；颁发奖金 8,000 元，每人

奖金 2,000 元。
卢 冰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高震男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蔡 辉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张峻晓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金证券专业班
5.骋望学术交流奖：评出获奖者 1 人；颁发奖金 3,000 元。
陈 鑫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6.骋望竞赛优胜奖:评出获奖个人 4 人，获奖团队 3 队；颁发奖

金 14,000 元, 每人/队奖金 2,000 元。其中：
（1）获奖个人 4 人
崔世语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张 钰 金融学院 2012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刘月阳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刘雅茹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2）获奖团队 3 支
① “中央财经大学 No.1 团队”
潘浩文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才 深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工程管理专业班
曹小敏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管理专业班
②“中央财经大学 No.36161 团队”
黄泓恺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冯海涵 信息学院 2012 级电子商务专业班
胡 韬 税务学院 2012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③“继往开来团队”
何宇飞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侯森培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王尔实 保险学院 2013 级保险精算专业班
宋辉鹏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张金慧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汤怡如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董子源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黄灵宽 税务学院 2013 级税务（注册税务师）专业班
杨 哲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原 可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7.骋望自强不息奖:评出获奖者6人（本科生 4人、研究生2人）；

颁发奖金 12,000 元，每人奖金 2,000 元。
谢 攀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郭海梅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朱家雲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等
王槐程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等
武立华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段益瑞 金融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8.骋望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 10人（本科生 6 人、研究生

4 人）；颁发奖金 1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王家逸 金融学院 2012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田凯辉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陈牧融 金融学院 2013 级国际货币专业班
潘柯晔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学专业 1班
罗欣瀚 金融学院 2013 级金融工程专业 1班
徐一鸣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工程专业 2班
印小川 金融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刘桉舒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罗 丹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徐 蕾 金融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二）会计学院-沙驰教育奖励基金
1.沙驰管理服务奖:评出获奖者 7 人；颁发奖金 21,000 元，每人

奖金 3,000 元。
孟 雪 会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徐卫星 会计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 伟 会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朱继光 会计学院 MPAcc 工作办公室主任
林艺茹 会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团总支书记
汤 玥 会计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高一华 会计学院学院办公室科员
2.沙驰教学科研奖:评出获奖者 5 人；颁发奖金 25,000 元，每人

奖金 5,000 元。
李晓慧 会计学院教授
余应敏 会计学院教授
孟 焰 会计学院教授
刘俊勇 会计学院教授
周 宏 会计学院教授
3.沙驰本科生学习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7 人；颁发奖金 7,000 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史碧维 会计学院 2013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陈 莹 会计学院 2013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徐逸凡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高芸芃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张 楠 会计学院 2012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吴宇心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包璐瑶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4.沙驰本科生学术奖: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3,000 元，每

人奖金 1,000 元。
王筱雅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杨天颖 会计学院 2012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付 彬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5.沙驰研究生学术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2,000 元，每

人奖金 1,000 元。
王一帆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王 培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6.沙驰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 9 人；颁发奖金 9,000 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丁 媛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陈巧琳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苏欣悦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孙鹏宇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杨馨怡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陈坤山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周媛媛 会计学院 2015 级 MPAccP 班
王雪琴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博连读
崔红玉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7.沙驰优秀社会活动奖:评出获奖者 6 人；颁发奖金 6,000 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段四庆 会计学院 2013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任向东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张卓儒 会计学院 2014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杨岳荣 会计学院 2014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李重曌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辛雯雯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8.沙驰助学奖:评出受助者 6 人，颁发助学金 6,000 元，每人资

助 1,000 元。
孙晓丹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孟庆玉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博连读
马 驰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罗成 会计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代洋洋 会计学院 2013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刘钰莹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三）会计学院-杨森奖励基金
1.杨森教师学术奖:评出获奖者 4 人；颁发奖金 4,000 元，每人

奖金 1,000 元。
刘红霞 会计学院教授
吴 溪 会计学院教授
李 玲 会计学院教授
武 羿 会计学院副教授
2.杨森本科生学习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5 人，颁发奖金 5,000 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郭超瑾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王 晶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王 旭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郝 玉 会计学院 2012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卢彦竹 会计学院 2012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四）会计学院-北方工业奖学金
1.北方工业公司优秀本科生奖:评出获奖者7人；颁发奖金7,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崔英焕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傅秋亭 会计学院 2013 级管理会计专业班



杨 芹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刘旭光 会计学院 2014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张佳祺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聂 康 会计学院 2014 级会计学（注册会计师）专业班
包 颖 会计学院 2012 级财务管理专业班
2.北方工业公司优秀研究生奖:评出获奖者6人，颁发奖金6,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寿章琦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陈漫芬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徐新宇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王 俊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博连读
游 鸿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博连读
韩 苗 会计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五）商学院-励勤奖励基金
1.励勤优秀班主任奖:评出获奖者 1 人，颁发奖金 1,000 元。
刘晓红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班主任
2.励勤优秀辅导员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4,000 元，每

人奖金 2,000 元。
王婷婷 商学院 2015 级辅导员
卫昭慧 商学院 2014 级研究生辅导员
3.励勤研究生特别学术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3,000 元，

每人奖金 1,500 元。
王健辉 商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杨 楠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4.励勤优秀学术奖: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3,000 元，每人

奖金 1,000 元。
韩慧林 商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刘重庆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迟艺菲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专业班
5.励勤优秀本科生学业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2,000 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余怡佳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专业班
吴 慧 商学院 2013 级工商专业班
6.励勤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 5人（本科生 4 人、研究生

1 人），颁发奖金 2,500 元，每人奖金 500 元。
尹杨松 商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苏 悦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专业班
黄 颖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吴成博 商学院 2013 级工商专业班
胡瑞博 商学院 2013 级人力资源专业班
7.励勤优秀社会活动奖:评出获奖者 6人（本科生 5 人、研究生

1 人），颁发奖金 3,000 元，每人奖金 500 元。
孙 研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柳 阳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专业班
杨书雷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专业班
白若怡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何中玉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章晨晨 商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8.励勤优秀班级工作助理奖:评出获奖者 1 人，颁发奖金 500 元。
周国兰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9.励勤优秀志愿者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1,000 元，每

人奖金 500 元。
伙安婷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专业班
黄 莎 商学院 2013 级工商专业班
10.励勤精英团队奖:评出获奖者 3 支，颁发奖金 3,000 元，每队

奖金 1,000 元。
“商学院辩论队”
“Light 团队”
郝菀婷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黄珊珊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钞学慧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万玉洁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王瑞坤 商学院 2013 级营销专业班
“南极光队”
刘晓宇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黄文怡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王学宁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阮中杰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卜子良 信息学院 2013 级信管专业班
11.励勤卫生宿舍奖:评出获奖者 3 个，颁发奖金 600 元，每个宿

舍奖金 200 元。
（1）沙河西区 1 号楼 1502 寝室
杨书雷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专业班
王一铭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专业班
金 森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专业班
扎西次仁 商学院 2014 级工商专业班
（2）沙河东区 6 号楼 224 室
陈颖妮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李林真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杨旭华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郭文希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3）沙河东区 9 号楼 210 室
张祎涵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侯若玉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杨嘉琳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王 琳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12.励勤优秀宿舍奖:评出获奖者 5 个，颁发奖金 2500 元，每个

宿舍奖金 500 元。
（1）沙河东区 9 号楼 209 寝室
雷 雯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张侨珊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王 慧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张雪莹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2）沙河东区 9 号楼 211 寝室
叶棽棽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韩玲玲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陈慧瑾 商学院 2013 级物流专业班
徐小璐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2班
（3）沙河西区 2 号楼 2407 寝室
柳 阳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专业班
拓 颖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专业班
马海丽 商学院 2014 级物流专业班
仝卓远 金融学院 2014 级金融学专业班
（4）沙河西区 2 号楼 2307 寝室
孙小燕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专业班
李雅雪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专业班
张 晶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专业班
卢乐仪 商学院 2014 级人力资源专业班
（5）沙河东区 6 号楼 226 室
伊子涵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何中玉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符诗怡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白若怡 商学院 2015 级物流专业班
（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鸿基世业奖励基金
1.鸿基世业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 5 人；颁发奖金 15,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王 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张豫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工程专业班
高 宽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雷 鸣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房产专业班
胡灏楠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专业班
2.鸿基世业学习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5人；颁发奖金 15,000 元，

每人奖金 3,000 元。
杨 岚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韦舒妍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工程专业班
王 倩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项目专业班
马羽欣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专业班
才 深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工程专业班
3.鸿基世业优秀学术奖: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9,000 元，

每人奖金 3,000 元。
徐 敏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李沁雪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项目专业班
陆晨烨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4.鸿基世业优秀社会活动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4,000

元，每人奖金 2,000 元。
谢萌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项目专业班
周冰玉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项目专业班



5.鸿基世业优秀班集体奖:评出获奖班级 2 个；颁发奖金 10,000
元，每个班级 5,000 元。

（1）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专业班
（2）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投资专业班
6.鸿基世业文体竞赛优秀团队奖:评出获奖团队 2 个；颁发奖金

8,000 元，每队奖金 4,000 元。
（1）2015-2016 学年秋季运动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代表队
（2）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男子足球队
7.鸿基世业助学金:评出受助者 8 人；颁发助学金 8,000 元，每

人资助 1,000 元。
薛亦多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梁小雪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景 倩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边克印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朱巧云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投资专业班
王炜琳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投资专业班
黄天有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2 级项目专业班
陆小丽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级工程专业班
8.鸿基世业优秀辅导员和班主任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6,000 元，每人奖金 3,000 元。
王思维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
李爱华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班主任
9.鸿基世业优秀教师奖: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9,000 元，

每人奖金 3,000 元。
李玉龙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
陈俊华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
宋砚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
10.鸿基世业优秀管理人员奖:评出获奖者 1 人；颁发奖金 3,000

元。
齐 妍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
（七）统计与数学学院-金钥匙文灯奖励基金
1.金钥匙文灯优秀教师奖: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6,000 元，

每人奖金 2,000 元。
何 童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任志茹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武修文 统计与数学学院副教授
2.金钥匙文灯优秀管理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4,000 元，

每人奖金 2,000 元。
颜培璇 统计与数学学院辅导员
姚逍 统计与数学学院团总支书记
3.金钥匙文灯优秀学业奖:评出获奖者 1 人，颁发奖金 1,000 元。
高佳琪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4 级应用统计专业班
4.金钥匙文灯优秀社会活动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何迪燊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专业 1 班
王星皓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统计专业班



5.金钥匙文灯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梁 超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3 级统计专业班
郑 斌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金融数学专业班
（八）统计与数学学院-晓鹏奖学金: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2,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任镜桥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专业 2 班
舒滕嘉 统计与数学学院 2012 级统计专业 1 班
（九）经济学院-中富奖励基金
1.中富青年领袖奖(团队奖）:评出获奖团队 9 支，奖励额度为特

等奖 10,000 元、一等奖 8,000 元、二等奖 5,000 元、三等奖 4,000
元、优秀团队奖 1,000 元，颁发奖金 47,000 元。

（1）特等奖
“silver_hands”
丁弼洲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金洁莹 信息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贺阳 法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 鹤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琚 勇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2）一等奖
①“天马开拓者”
姜嘉琪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王靖雯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高婷婷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马剑文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卢昱周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②“大梦想家”
刘稚心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吴国泰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谭亦潇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贾博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2014 级国际商务专业班
王 莹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班
（3）二等奖
①“co-bridge”
杜晓露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赵飞音叶 会计学院 2013 级会计学专业 1班
黄春贵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阳珍妮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许 珂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②“黍离”
王宏伟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郑 元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郑雪君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杨舒钠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3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金 婷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4 级财经新闻专业班
③“U-Topia”



李泽宇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徐笑森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畅校玉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周煜清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任泺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4）三等奖
“中富青年领袖大赛”优秀组织团队
李佳林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崔瑜珂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周淑怡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夏敏宙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马潇潇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5）优秀团队奖
①“破冰者”
柳文峰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陈羽莎 保险学院/精算研究院 2013 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班
魏思琦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金宇杰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贺顶丹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3班
②“未来领袖”
余浦弘 金融学院 2015 级金融学专业 2班
龙光泽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1班
巩 丹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杨紫璇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2班
杨 晴 信息学院 2015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班
2.中富青年领袖奖（个人奖）:评出获奖者 7人，颁发奖金 7,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卢昱周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王 莹 财政学院 2014 级财政学专业 2班
任泺锟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3 级管理科学专业班
丁弼洲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贺顶丹 法学院 2014 级法学专业 3班
王宏伟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畅校玉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3.中富育人先锋奖:评出获奖者 4 人，颁发奖金 32,000 元，每

人奖金 8,000 元。
冯春安 经济学院教授
韩金华 经济学院教授
刘轶芳 经济学院副教授
梁延东 经济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科员
（十）经济学院-万通奖励基金
1.万通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10,000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周 工 经济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
李佳林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刘景源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马潇潇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赵一洁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翟静文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郭向宇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罗 涵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马剑文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赵从越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2.万通优秀教师奖:评出获奖者 1人，颁发奖金 3,000 元。
孙菁蔚 经济学院讲师
（十一）经济学院-东方金诚奖励基金
1.东方金诚全面发展奖: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9,000 元，

每人奖金 3,000 元。
李进展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原志听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迪一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2.东方金诚组织管理优秀奖:评出获奖者20人，颁发奖金2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张 朝 经济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刘 扬 经济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贾振飞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薛凝萱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许仟红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修龙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傅晓冬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邹文榕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樊妍如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 婧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思嘉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 鹤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馥华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任 阳 经济学院 2012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陈文静 经济学院 2015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黄子晋 经济学院 2015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姜子文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张立奇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王 宸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吴锦成 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1班
3.东方金诚学业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6 人，颁发奖金 6,000 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郝 磊 经济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胡 杰 经济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于也雯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邱雅静 经济学院 2012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李一迪 经济学院 2014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王靖雯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4.东方金诚学术科研与创新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6 人，颁发奖金
6,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曾 冰 经济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方 明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吴 迪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何 宇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陈思宇 经济学院 2012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李嘉晟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5.东方金诚社会实践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8 人，颁发奖金 8,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叶沐霏 经济学院 2014 级硕士研究生
李 震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高丛珊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刘 超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陶文浩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袁雪峥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杨瑞琪 经济学院 2012 级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班
付佳倩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6.东方金诚励志奖学金:评出获奖者 5 人，颁发奖金 5,000 元，

每人奖金 1,000 元。
谢利美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蒋晓敏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王育杰 经济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李嘉敏 经济学院 2012 级经济学专业班
徐笑森 经济学院 2013 级经济学专业班
7.东方金诚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奖:评出获奖者 4 人，颁发奖金

4,000 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白玛卓玛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吴金旦增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平 措经济学院 2015 级经济学专业 1 班
尺列欧珠 经济学院 2014 级经济学专业班
8.东方金诚信用菁英教师奖
（1）一等奖:评出获奖者 2 人，颁发奖金 20,000 元，每人奖金

10,000 元。
兰日旭 经济学院教授
韩旭明 经济学院教学科研办公室科员
（2）二等奖:评出获奖者 3 人，颁发奖金 15,000 元，每人奖金

5,000 元。
于爱芝 经济学院教授
邹 燕 经济学院副教授
石玉玲 经济学院讲师
（十二）社会发展学院-敏行奖励基金
1.敏行本科生优秀研究成果奖:评出获奖者 7 人，奖励额度为一

等奖 2,000 元、二等奖 1,000 元、三等奖 500 元，颁发奖金 6,000
元。

（1）一等奖



王 沫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2）二等奖
苏建鹏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王明鑫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3）三等奖
曹 蕊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冯钧艺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彭锦帅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工作专业班
谭佳惠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社会学专业班
2.敏行优秀研究生论文奖:评出获奖者 1人，颁发奖金2,000元。
陈姝妤 社会发展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4.骋望优秀论文奖:评出获奖者4人；颁发奖金8,000元，每人奖金 2,000元。
	5.骋望学术交流奖：评出获奖者1 人；颁发奖金3,000元。
	6.骋望竞赛优胜奖:评出获奖个人4人，获奖团队3队；颁发奖金14,000元, 每人/队奖金2,000
	8.骋望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10人（本科生6人、研究生4人）；颁发奖金10,000元，每人奖金
	（二）会计学院-沙驰教育奖励基金
	1.沙驰管理服务奖:评出获奖者7人；颁发奖金21,000元，每人奖金3,000元。
	2.沙驰教学科研奖:评出获奖者5人；颁发奖金25,000元，每人奖金5,000元。
	3.沙驰本科生学习优秀奖:评出获奖者7人；颁发奖金7,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4.沙驰本科生学术奖:评出获奖者3人；颁发奖金3,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5.沙驰研究生学术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6.沙驰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9人；颁发奖金9,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1.杨森教师学术奖:评出获奖者4人；颁发奖金4,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2.杨森本科生学习优秀奖:评出获奖者5人，颁发奖金5,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四）会计学院-北方工业奖学金
	1.北方工业公司优秀本科生奖:评出获奖者7人；颁发奖金7,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2.北方工业公司优秀研究生奖:评出获奖者6人，颁发奖金6,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1.励勤优秀班主任奖:评出获奖者1人，颁发奖金1,000元。
	2.励勤优秀辅导员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4,000元，每人奖金2,000元。
	3.励勤研究生特别学术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3,000元，每人奖金1,500元。
	4.励勤优秀学术奖:评出获奖者3人，颁发奖金3,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5.励勤优秀本科生学业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6.励勤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5人（本科生4人、研究生1人），颁发奖金2,500元，每人奖金50
	7.励勤优秀社会活动奖:评出获奖者6人（本科生5人、研究生1人），颁发奖金3,000元，每人奖金50
	8.励勤优秀班级工作助理奖:评出获奖者1人，颁发奖金500元。
	9.励勤优秀志愿者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1,000元，每人奖金500元。
	10.励勤精英团队奖:评出获奖者3支，颁发奖金3,000元，每队奖金1,000元。
	（2）沙河东区6号楼224室
	（3）沙河东区9号楼210室

	12.励勤优秀宿舍奖:评出获奖者5个，颁发奖金2500元，每个宿舍奖金500元。
	（1）沙河东区9号楼209寝室
	（2）沙河东区9号楼211寝室
	（3）沙河西区2号楼2407寝室
	（4）沙河西区2号楼2307寝室
	（5）沙河东区6号楼226室


	（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鸿基世业奖励基金
	1.鸿基世业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5人；颁发奖金15,000元，每人奖金3,000元。
	2.鸿基世业学习优秀奖:评出获奖者5人；颁发奖金15,000元，每人奖金3,000元。
	3.鸿基世业优秀学术奖:评出获奖者3人；颁发奖金9,000元，每人奖金3,000元。
	4.鸿基世业优秀社会活动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4,000元，每人奖金2,000元。
	5.鸿基世业优秀班集体奖:评出获奖班级2个；颁发奖金10,000元，每个班级5,000元。
	6.鸿基世业文体竞赛优秀团队奖:评出获奖团队2个；颁发奖金8,000元，每队奖金4,000元。
	7.鸿基世业助学金:评出受助者8人；颁发助学金8,000元，每人资助1,000元。
	8.鸿基世业优秀辅导员和班主任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6,000元，每人奖金3,000元。
	9.鸿基世业优秀教师奖:评出获奖者3人；颁发奖金9,000元，每人奖金3,000元。
	10.鸿基世业优秀管理人员奖:评出获奖者1人；颁发奖金3,000元。

	（七）统计与数学学院-金钥匙文灯奖励基金
	1.金钥匙文灯优秀教师奖:评出获奖者3人，颁发奖金6,000元，每人奖金2,000元。
	2.金钥匙文灯优秀管理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4,000元，每人奖金2,000元。
	3.金钥匙文灯优秀学业奖:评出获奖者1人，颁发奖金1,000元。
	4.金钥匙文灯优秀社会活动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5.金钥匙文灯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八）统计与数学学院-晓鹏奖学金: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九）经济学院-中富奖励基金
	1.中富青年领袖奖(团队奖）:评出获奖团队9支，奖励额度为特等奖10,000元、一等奖8,000元、
	（1）特等奖
	（2）一等奖
	（3）二等奖
	（4）三等奖
	（5）优秀团队奖

	2.中富青年领袖奖（个人奖）:评出获奖者 7人，颁发奖金7,000元，每人奖金 1,000 元。
	3.中富育人先锋奖:评出获奖者 4人，颁发奖金32,000元，每人奖金8,000 元。

	（十）经济学院-万通奖励基金
	1.万通优秀学生干部奖:评出获奖者 10人，颁发奖金10,000元，每人奖金1,000 元。
	2.万通优秀教师奖:评出获奖者1人，颁发奖金3,000元。

	（十一）经济学院-东方金诚奖励基金
	1.东方金诚全面发展奖:评出获奖者 3人，颁发奖金9,000元，每人奖金3,000 元。
	2.东方金诚组织管理优秀奖:评出获奖者20人，颁发奖金20,000元，每人奖金1,000 元。
	3.东方金诚学业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6人，颁发奖金6,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4.东方金诚学术科研与创新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6人，颁发奖金6,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5.东方金诚社会实践优秀奖:评出获奖者 8人，颁发奖金8,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6.东方金诚励志奖学金:评出获奖者 5人，颁发奖金5,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7.东方金诚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奖:评出获奖者4人，颁发奖金4,000元，每人奖金1,000元。
	8.东方金诚信用菁英教师奖
	（1）一等奖:评出获奖者2人，颁发奖金20,000元，每人奖金10,000 元。
	（2）二等奖:评出获奖者3人，颁发奖金15,000元，每人奖金5,000元。


	（十二）社会发展学院-敏行奖励基金
	1.敏行本科生优秀研究成果奖:评出获奖者7人，奖励额度为一等奖2,0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
	（1）一等奖
	（2）二等奖
	（3）三等奖

	2.敏行优秀研究生论文奖:评出获奖者 1人，颁发奖金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