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级本科生大类培养专业分流结果 

 

教务处： 

为了做好 2019 级大类分流工作，提升专业分流工作的

科学性，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先后

组织开展了专业选择预调研、学生职业发展适合度测评、校

友专业宣讲会、专业分流细则宣讲会等多项工作，帮助学生

进一步了解专业、行业，减少学生专业选择的盲目性，保障

了专业分流工作的顺利开展。 

根据学院 2019 年制定的大类培养专业分流办法，学院

对 2019 级本科生组织实施了大类培养专业分流工作，现将

专业分流结果上报教务处。 

 

附件 1：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级本科生大类培养专业分流情况 

附件 2：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级本科生大类培养专业分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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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级本科生大类培养专业分流情况 

 

 

 

 

 

 

 

 

 

 

 

 

 

 

 

大类专业 专  业 

专业分流计划（每

个专业可容纳人

数） 

录取人数 说明 

管理科学

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52 48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2 52  

工商管理

类 

工商管理 55 47  

会计学 60 60  

经济学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65 54  

金融学 70 70  



附件 2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级本科生大类培养专业分流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培养所在大类 就读专业 

1 071930308 胥洪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 091901109 郑亦棵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 091901114 田一凡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 091901115 张梦杰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5 091901116 王子凌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6 091901119 张望进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7 091901120 陈凯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8 091901121 耿国放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9 091901123 肖景元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0 091901125 黄亦芃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1 091901128 肖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2 091901130 白秀峰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3 091901131 王子康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4 091701329 覃劳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5 091901132 龙洋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6 091901205 刘茹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7 091901206 韩俏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8 091901209 时睿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19 091901219 杨锐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0 091901220 王浩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1 091901223 金润成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2 091901302 蔡明轩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3 091901305 张可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4 091901316 拥青措姆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5 091901318 王青鹏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6 091901320 亓官龙泽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7 091901322 李卓凡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8 091901323 滕延庆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29 091901324 廖厚超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0 091901327 吕旭翔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1 091901330 曾源茂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2 091901331 梁耀庭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3 091901333 吕高政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4 091901402 韩围围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5 091901405 谢明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6 091901406 田宇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7 091901407 王颖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8 091901409 代迎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39 091901410 买热阿巴·吾不力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0 091901411 严佳怡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1 091901412 谢莲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2 091901413 郑雪蓓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3 091901418 彭伊桐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4 091901428 丁浩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5 091901431 张文博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6 091901433 朱明琰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7 091902209 耿小涵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8 091903235 米泽富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工业工程 

49 051911110 杨谷宏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 071940203 於之帆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1 081910112 吴卓言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2 091901103 姚倩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3 091901107 王小溪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4 091901110 张姝琪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5 091901113 博雅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6 091901122 王嘉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7 091901124 张杰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8 091901126 卡迪尔丁·艾尔肯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9 091901202 杨娟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0 091901203 蔡越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1 091901204 章子越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2 091901210 张阁静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3 091901211 徐梓怡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4 091901212 杨紫嫣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5 091901213 盛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6 091901214 魏潇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7 091901216 朱雨萌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8 091901218 张超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9 091901221 裴蕙雨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0 091901222 秦佩豪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1 091901226 魏力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2 091901228 尚炳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3 091901232 米尔夏提·买合木提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4 091901303 李苗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5 091901304 张冉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6 091901307 林佳慧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7 091901308 张钰婕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8 091901309 章琪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79 091901314 德里娜尔·木努尔江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0 091901317 吴再卓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1 091901319 吴宇超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2 091901321 王宇祥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3 091901325 方宏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4 091901328 何积政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5 091901329 王江辉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6 091901332 拉巴扎西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7 051610433 玉臣选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8 091901401 何梦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9 091901414 罗鑫宇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0 091901415 李璐怡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1 091901416 张冉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2 091901417 范梓萌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3 091901419 邹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4 091901421 张敬恒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5 091901423 罗德杰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6 091901425 李虹锴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7 091901427 于晗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8 091901429 徐纳川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99 091901432 张隽铭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0 091903230 黄文钰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1 091902101 耿梦君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2 091902102 薛江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3 091902103 谢冰清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4 091902104 宗沛萍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5 091902105 丁佳琳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6 091902106 买尔江古丽·买买提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7 091902110 李逸萱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8 091902112 胡诗瑶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09 091902116 那孜拉·买买提明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0 091902117 陈雁飞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1 091902121 朱申艳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2 091902122 多嘎卓玛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3 091902123 时间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4 091902124 张东旭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5 091902125 方俊森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6 091902203 程莹莹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7 091902204 朱幸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8 091902211 李漫粼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19 091902220 桑郅琳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0 091902221 赵书平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1 091902222 李翰文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2 091902223 贺星宇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3 091902224 库德来提·帕热哈提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4 091902225 林政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5 091902226 王江鑫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6 091902229 依甫提哈尔·亚勒孔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7 091902305 陶冶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8 091902315 卓玛曲吉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29 091902322 倪明魁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0 091902328 赵善初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1 091902330 李焌豪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2 091902331 李秋平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3 091902401 黄蕊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4 091902404 陈诺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5 091902407 何心怡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6 091902408 孜拉列木·艾克拜尔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7 091902409 孔芸茜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8 091902414 刘欣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39 091902417 庄子涵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0 091902419 排日扎提古丽·木库木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1 091902421 何心怡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2 091902424 余文龙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3 091902426 陆浩天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4 091902427 候世煜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5 091902430 安卡尔江·库尔班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6 101930102 朱春雨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7 181911102 宋佳欣 工商管理类 工商管理 

148 051920105 何昱璇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49 071930319 张国骞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0 091902107 陶芳婷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1 091902109 余竞琪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2 091902111 韩一铭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3 091902113 李语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4 091902114 杨璐屹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5 091902115 仇之颖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6 091902119 魏雨晨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7 091902120 宋可佳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8 091902127 陆洪昌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59 091902129 何业伟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0 091902205 饶之欣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1 091902206 成诗雨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2 091902208 于慧颖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3 091902210 冯路淇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4 091902212 章诗蕾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5 091902213 陈旻希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6 091902214 宋凯宁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7 091902216 严嘉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8 091902217 王琼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69 091902218 胡育菲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0 091902219 郁凌霏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1 091902228 段立成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2 091902230 庄哲昀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3 091902302 何懿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4 091902303 唐韵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5 091902308 项丹妮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6 091902309 向金玉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7 091902310 杨超超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8 091902311 安嘉宁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79 091902314 董颖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0 091902316 史皓然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1 091902318 郑莹菲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2 091902319 吾里盘·奴尔波生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3 091902320 王钰尧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4 091902321 郝黛歌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5 091902324 周成龙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6 091902325 王厚桦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7 091902326 周文健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8 091902327 卢易爽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89 091902329 檀斌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0 091902402 冯诗玥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1 091902403 朱彧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2 091902405 吴晨露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3 091902410 韩雅婷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4 091902411 徐凡舒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5 091902413 陈媛媛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6 091902415 范昕宇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7 091902416 何雨雯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8 091902418 刘嘉芸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199 091902420 李欣怡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0 091902422 杨卓敏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1 091902423 于浩波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2 091902425 康赫萱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3 091902429 庄旭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4 091902431 林锡颖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5 101930109 史昀霓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6 101930119 狄开创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7 101930124 文臻毅 工商管理类 会计学 

208 091903103 丁月茹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9 091903107 李雅萱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0 091903113 阿丽娜·托特木汗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1 091903114 王予璠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 091903117 徐晓白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3 091903120 韩萌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4 091903123 徐天畅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5 091903124 丁雯欣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6 091903125 孙加轩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7 091903127 梁旺伦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8 091903128 高梓钊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9 091903129 杨子昂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0 091903131 陈华山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1 091903132 马千里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2 091903202 褚思捷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3 091903212 张微敏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4 091903215 赵妍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5 091903216 谭紫珺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6 091903217 王佳滢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7 091903218 王文蝶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8 091903223 赵欢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29 091903224 施维康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0 091903226 谭磊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1 091903227 韩沂彤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2 091903228 林思博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3 091903229 封宇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4 091903306 孟凡宇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5 091903309 刘芷瑄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6 091903310 林梦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7 091903311 宁欣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8 091903314 向瑶瑶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39 091903316 宋芯茹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0 091903322 孙景扬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1 091903323 张勇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2 091903325 杨纪元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3 091903326 徐凌凯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4 091903327 赵文炳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5 091903328 戴自强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6 091903329 塔依尔·吾买尔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7 091903330 张洪瑞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8 091903335 凯赛尔·托合提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49 091903402 田雨涵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0 091903403 王逸杨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1 091903418 梁琦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2 091903419 阿克土肯·赛皮西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3 091903420 郭品莉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4 091903423 周倬宇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5 091903424 罗浚哲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6 091903425 丁鼎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7 091903426 陈伟建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8 091903429 张兴宇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59 091903432 褚胤庆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60 091903433 孙昌骏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61 121920122 魏千程 经济与贸易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262 091903101 毋梦婷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63 091903102 冯绮佩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64 091903108 柳璇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65 091903110 谢芸菲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66 091903112 王彬洁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67 091903116 朱赛男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68 091903118 付杨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69 091903119 赵乐汐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0 091903121 刘舒雅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1 091903122 王雨婷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2 091903126 陈吴涛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3 091903133 旦增松热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4 091903134 赵子诺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5 091903201 王燕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6 091903204 杨淇安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7 091903205 王宜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8 091903206 郑佳琪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79 091903207 黄以恒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0 091903208 葛姿含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1 091903210 王梓睿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2 091903211 朱安琪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3 091903213 郑思贤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4 091903214 辛子纯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5 091903220 马子越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6 091903221 邹可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7 091903222 杜晓涵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8 091903225 聂睿涵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89 091903231 王梓熠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0 091903232 吾尔丁·巴合提别克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1 091903233 黄彦植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2 091903234 周国庆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3 091903302 顾洵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4 091903303 冯凌雪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5 091903304 封海婷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6 091903305 胡丽雯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7 091903307 罗茗仪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8 091903308 魏凤仪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299 091903312 刘宇杰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0 091903313 张子怡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1 091903315 袁元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2 091903317 张柔静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3 091903318 李绮琪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4 091903319 暑阿克·卡木勒哈子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5 091903321 吕欣妍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6 091903324 帅世鑫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7 091903332 陆俊伟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8 091903334 周韧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09 091903401 王可儿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0 091903404 马昊堃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1 091903405 王雯璇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2 091903406 王歆怡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3 091903407 周晓韵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4 091903408 袁煜林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5 091903409 薛迟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6 091903410 王璐娜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7 091903411 殷澜珊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8 091903412 刘明珠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19 091903413 王润锦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0 091903414 陈金香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1 091903415 杨同君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2 091903416 姜龙宇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3 091903417 吴怡杉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4 091903421 朱颖颖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5 091903428 文泽亚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6 091903430 旦增旺杰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7 091903431 丁周宇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8 091903434 王斐鸿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29 121910123 沙思源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30 121910212 刘雨晗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331 121910227 熊明轩 经济与贸易类 金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