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号 主修学院 专业
高考科

类
申请调入学院 申请调入专业

已修课
程加权
平均成
绩

调整
专业
笔试
成绩

调整
专业
面试
成绩

调整
专业
综合
成绩

联系电话 说明

1 潘奥 201721030462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理科类 法学院 法学 82.45 13100718893 审核通过

2 黄思琪 201721030413 金融学院 投资学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91.31 13339809157 审核通过

3 周则清 201721030380 金融学院 投资学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CFA方

向）
88.08 13995506837 审核通过

4 黄思睿 201721030421 金融学院 投资学 理科类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会） 86.90 18071599347 审核通过

5 李毅 201721030085 金融学院 投资学 文科类 法学院 法学 84.78 18162505960 审核通过

6 廖琛烯 201721030222 金融学院 保险学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89.14 18162506129 审核通过

7 才日布杰 201721030346 金融学院 保险学 文科类 法学院 法学 82.16 18872285539 审核通过

8 朱逸丹 201721030385 金融学院
保险学（精

算）
文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81.58 17764061057 审核通过

9 邓凤怡 201721030168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
文科类 经济学院 经济学 92.67 15919024883 审核通过

10 马珮文 201721030039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89.59 13776424003 审核通过

11 张贝 201721030036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
文科类 法学院 法学 89.08 18827095860 审核通过

12 罗梓尹 201721030058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87.75 13967601233 审核通过

13 黄秀媛 201721030184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
理科类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85.80 14795588840 审核通过

14 尹毓楠 201721030157 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
文科类 法学院 法学 83.10 18827432218 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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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黄心怡 201721030109 金融学院 工程造价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91.51 18779396831 审核通过

16 常诗璇 201721030424 金融学院 工程造价 理科类 金融学院 投资学 89.47 13995698233 审核通过

17 潘为鹏 201721030451 金融学院 工程造价 理科类 会计学院 会计学（注会） 87.87 15927226908 审核通过

18 郝楚 201721030038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91.08 15351551189 审核通过

19 王紫维 201721030147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90.29 13277918785 审核通过

20 李思颖 201721030105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文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88.07 18827035069 审核通过

21 朱子熹 201721030095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经济学院 经济学 87.60 13164662975 审核通过

22 罗聿涵 201721030132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文科类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87.22 18673227006 审核通过

23 黄颖仪 201721030154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投资学 86.68 13538857782 审核通过

24 王欣 201721030284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学 86.59 13628003572 审核通过

25 张雨瑄 201721030040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文科类 法学院 法学 86.42 18952891366 审核不通过

26 童俣 201721030153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85.88 13560290953 审核不通过

27 周奕嘉 201721030052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85.03 13586960874 审核不通过

28 刑雨倩 201721030330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经济学院 经济学 83.58 18827445801 审核不通过

29 李佳君 201721030358 金融学院 工程管理 理科类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82.66 13554322561 审核不通过

学院（公章）：院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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