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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校发〔2020〕59 号 签发人：居来提·吐尔地

关于表彰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获得者的决定

根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与奖励办法》（校

发〔2018〕102 号），经 2020 年 6 月 12 次第 6 次校长办公会研

究决定，对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获得者

1391 人进行表彰，具体名单如下：

一、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40 人）

（一）一等学业奖学金（11 人）

金融学院（7 人）：孙攀峰、牛宝春、刘遵乐、李冰洁、蔡

青青、左喜梅、李梦阳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1 人）：钟磊

经济学院（2 人）：杨习铭、克甝

财政税务学院（1 人）：王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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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等学业奖学金（13 人）

金融学院（3 人）：杨楠楠、孙昕、娜迪热·麦麦提敏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3 人）：蒋梅、古丽斯坦·库尔班尼

牙孜、龙春涛

经济学院（5 人）：王若雨、丁广伟、徐小惠、吾丽娜·艾

尔肯、蔡咏梅

国际经贸学院（2 人）：王飞、刘琦平

（三）三等学业奖学金（16 人）

金融学院（11 人）：杨丽丽、左正龙、黄博涛、刘仕兴、庞

秀萍、楚新元、东木阳子、刘冀、许燕、张舒媛、施昊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1 人）：孟丽君

经济学院（2 人）：代晓敏、赵风鸣

财政税务学院（1 人）：刘群洋

国际经贸学院（1 人）：乌云其其克

二、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351 人）

（一）一等学业奖学金（297 人）：

金融学院（43 人）：王梦月、吉萍、洪健、魏宸、胡学洁、

吴琼、宋琦、王程广、王旭霞、高锦首、窦瑞、马俊、鲁彦、杨

乐乐、刘玲玲、高晓龙、尹俊茜、张鹏飞、果小丁、刘双双、刘

广俊、李枭飞、吴瑜、余超、袁炜、王雪、娄萌萌、薛吉如、王

岩、程广、李孝静、乔懿晴、贺晴晴、江源、鲁冬阳、王馨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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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锦侯、王刊、王震、赵团、陈笑玉、郑锐涵、张鑫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31 人）：马聪、吕冬梅、卢超、董璐

璐、单蕾娜、马冬芬、秦瑾龙、张茜、赵鹏霞、马亚画、张溪源、

陈哲、文静、王睿、王鑫、刘娱、王依赟、徐婉婷、姚菁静、张

贺、冯诗洁、费敏、季书羽、许晓琦、曹睿、陈思洁、顾佳瑶、

韩斌臣、古兰君、郝思甲、曹姗姗

工商管理学院（14 人）：李娜、戴菲、赵楠、陆通、张杰、

王朔、孙桐桐、张笑愚、张颖、邵秀云、付朝榕、黄永胜、陈怡、

王迪

会计学院（68 人）：梁若浩、刘丽丽、张娟、姜荣荣、徐传

鑫、谢彪、王倩、许正辉、杨超、尤晓云、赵雪莹、刘虹君、席

光旭、周嘉宝、胡群、聂恩泽、黄苗、王能棋、余洋、赵萱、张

渝、张琦、郭雅丽、化晓宇、程文静、黄笛、彭志敏、梁红玉、

任海春、马艳艳、张永创、王梦媛、向倩、王婷、张苗苗、杨小

伟、张宝元、林伟杰、方堃、周欢欢、王媛媛、程睛睛、武娟、

朱晓元、杨静、刘思芸、杨金霞、马连智、张莉、王赟泽、张晓

燕、胡佳、王鑫、吾丽班、李曦冉、陆皓、邱梦、杨嘉鸣、赵佳

祺、杜斌、刘锦璨、董帅、姚旭敏、郑利、徐馨、苏伊丽、韩学

芝、高媛媛

经济学院（23 人）：李天然、段鑫、熊春燕、苗家晨、冯雅

清、程洪飞、刘真真、刘守威、董程慧、童思聪、王晓璐、张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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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白亚娟、徐书豪、周颖、温冰、胡德顺、陈玉梅、郑贺允、

胡宗哲、宁宇旺、李明蕊

财政税务学院（9 人）：贾文利、庄馨予、赵稔、武海利、

王法强、张方、王思懿、潘凯悦、张俊捷

旅游学院（6 人）：张芳芳、陈玥彤、杜豪楠、毛艳艳、黄

丹、邓兰

国际经贸学院（15 人）：蒋舜、刘营营、王文倩、蒋茜、赵

凯路、任亚楠、王娟、马龙南、郭婉茹、卿前沅、何若然、彭修

远、张圣霞、李冰清、丁钰橙

法学院（17 人）：冯钦馨、张旭光、曾哲、王燕飞、王丽君、

李思昊、古丽拜克热木·吾布力卡斯木、谢珍贞、程园园、张洁、

梁满有、汪磊、张璐璐、麦武骅、阮鹤云、高昂、撒续卿

文化与传媒学院（26 人）：李世强、陈文秀、赵美莹、孟志

忠、冯寒、赵琼阳、杨楠、张林霞、王晶钰、韩荣、杨晓东、苟

玉娇、吴政、胡泽玮、陈海鹰、孙夏、周海清、万楚、褚轩轩、

杨露露、汤艺航、张宏曼、刘安琦、何玉婷、李匀、万锐

信息管理学院（8 人）：于咏平、吴梦、孙岩松、武赛龙、

李墨馨、邹芳玲、邱红园、李嫔

MBA 学院（37 人）：余昭融、杨茂林、吉斌波、袁征、梁菲

菲、董琪、向辰、魏雨婷、谌梦琼、王永超、刘千惠、付琳、赵

琪琪、熊方舟、王雪岩、芦婷、朱兴东、丁洁、周晓慧、罗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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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怡、王慧娟、付昕宇、刘鑫、许波、贾晨璐、徐建军、吴爽、

黄允恩誉、陈莹、罗慧敏、林浩、刘悦、何开春、蒋悦、申腾飞、

马艳艳

（二）二等学业奖学金（390 人）：

金融学院（55 人）：张梦林、张璐昱、许喆、韩晓雷、曲绍

丹、于清清、周洁、赵燕、寇强、郭晓旭、陈蓉、阮聪慧、姚步

晨、李怡萌、张皓、张真琦、齐美玲、王天钰、荀涵梓、林佳慧、

刘林林、张珈玮、曹静、程琛、徐贝贝、朱一俊、刘霞、李稳、

孙伟月、唐国艳、王一婕、张馨月、田萌萌、马园、张思媛、欧

阳钰蕾、裴普普、崔莎莎、李汀蕙、齐文涛、周瑞莹、张晟、耿

丽昕、单婧、韩葛莹子、白静、宋宇恒、刘青玉、周婷、杨霞、

崔健、王睿姣、彭林华、徐蕙、李强强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42 人）：马啸天、伊皮提哈尔·塔依

尔、文婷婷、刘琦、陈柯、崔雪燕、张青、吴金柱、朱爽、郭焱

欣、龚风云、焦茹茹、申思敏、祖玉华、何杏子、贾琳琳、叶森、

魏慧、袁悦、张盼盼、刘浩、王嘉欣、殷生杰、金美惠、武梦娇、

王亮朝、祝四朋、易礼秋、王栋磊、侯健、乔祖晴、侯凯月、林

梦怡、王志宁、吴琪、李晓娜、张月、罗梦迪、朱晓旭、王宝强、

曹阳阳、杨淑婷

工商管理学院（18 人）：李晓燕、陈希龙、袁梦舟、方芹、

臧庆、刘慧坡、王岚、白玉、杜延娜、向毅、马晓月、陈赟、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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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宜、严番、张重、胡子平、蒋北辰、陈明月

会计学院（90 人）：张思琪、成群蕊、赵平、王晨颖、邢亚

雄、姚慧兰、赵勤勤、胡红红、姚梦鸽、王唯可、梁义冬、周航、

董琳、程佳宇、姚亦舒、饶惠、陆献哲、张效衡、伍丽、马燕、

赵培培、王呈玮、金美娟、梁少颖、栗方琳、周静玥、齐芸杰、

李瑶、倪树美、雷荣霞、栗宁、王栖美、杨珂、肖若晗、张琳琳、

宋利、李静、郭小雨、李艳芳、王桂桂、傅毓豪、王雪、李我秀、

任静、王语慧、宋雪、王雪、张天喜、唐亚菲、吴畅、李立明、

柴垚、高倩、李静、岳雅媚、周远航、吴璠、陈玉琦、赵元龙、

陈瑞璇、李佳玉、苟清霞、刘雪晴、赵雪娇、杨林、张晓、黄莹、

李刚、盛文仙、付扬、李素云、王劭猷、朱雪颖、贾婧、巴九灵、

张越、乔莹莹、孙雪茹、王晓丽、闫翠萍、肖婧加、陈小飞、刘

璐、朱玉翔、王梓威、魏晨、李星月、崔立新、李梦月、郑志霖

经济学院（30 人）：陈彤、杨柳、安晨阳、乔沛、周姿汝、

米热阿依·米吉提、李斯佳、张振宇、徐阳、李晓惠、姚畅、孔

文成、彭铿、李倩、祝学军、李娜、訾永胜、赵静、汪海燕、丁

煜莹、任玉璐、潘紫燕、孙亚茹、赵欣悦、罗倩、王斯琪、郭泽

华、宣立欢、常欢欢、杨淋杰

财政税务学院（13 人）：向晓宇、吕兴杰、孙军武、任玉、

宋转坤、殷淑惠、贾景博、赵霈霞、宋爽爽、李艳红、蒋佳媄、

李瑞、闫英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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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院（8 人）：刘菥雯、崔春雨、王玉清、高自敞、周

晓芸、邵耀坤、游婧澜、代传煊

国际经贸学院（21 人）：孙迪、李宜逊、王化平、李凯凌、

韩昊辰、努尔比耶·麦麦提、李乔明、苏梦玲、彭依晨、高琼、

未盼盼、国际然、王欣蕾、宿琢、殷禛昊、王思琪、王瑞鑫、帕

丽哈扎提·阿不拉、高雅丽、王永露、崔晓梦

法学院（19 人）：秦岭、吴旭、刘妍、王峥、衣力努尔·艾

则孜、谢姆西努尔·图尔贡、房盼、杨文辉、张文静、胡静静、

李瑞莉、肖常龙、刘昱婷、方东东、阿热孜古丽·麦合木提、李

楠、王雅妮、陈诗禺、江高秀锦

文化与传媒学院（37 人）：张昉、李俊杰、周敏、孙玉铖、

庄庆玲、徐晚雪、李嘉音、谢婷婷、王惠珊、张文娟、梁凯、王

蕊鸿、侯玥玥、李家家、王梓贞、周子钰、葛振博、王俊赛、周

学津、巩丽珍、于金明、刘艳、张呈雪、徐思琦、张钰琪、汪元

元、刘瑛琪、任芸萩、潘婉、王思晴、李通、马安妮、葛国栋、

信康康、宋毓堃、闫璐璐、李和鞠

信息管理学院（10 人）：邬阳阳、陈晓丽、杨雪、屈楠楠、

王玥、郑清、张蓝匀、付岩、白西柯、郭煜婕

MBA 学院（47 人）：张雨茜、岳丽娟、王铁宁、刘晓庆、张

蓉、徐莹、丁洁、罗颖、贾子瑞、康继东、李智、李硕、刘黎、

王义、王茹、吴艳茹、张道华、李厚琴、王志博、王静茹、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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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振山、许鑫、周新、方星、李尚昀、张春雨、吴思凝、于浩、

张凡、姚亮、牛磊、郑文娟、王维、刘秘银、汪洁、王伟、杨欢、

徐苛苛、马玲、张迪、马永凯、邓静怡、程丹、甘露、赵会珍、

田雨

（三）三等学业奖学金（317 人）：

金融学院（39 人）：赵孟惟、刘晓晓、白雪、张昊天、吕美

伦、陈迁迁、刘震、孟子雄、刘晓彤、李凯月、刘嘉睿、郭添、

孙浩、刘彦均、赵翔、李小虎、张曦月、栾蕾、李文博、胡一平、

李梦、吉慧平、陈小超、董建志、吴伟杰、张小晗、黄莉娜、徐

会杰、彭芳美、施炤劼、滕飞、王召平、陈桄莹、张程、李星星、

武亚枝、苟天任、徐龙飞、宁星月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31 人）：梁晏慧、梁娟、王丽娟、韩

露露、骆之彬、王宇菲、周蕾、王瑶、黄静莱、刘文钊、魏梦瑶、

古丽皮娅·玉苏甫、胡骁骑、周紫微、魏积愚、樊艳华、杨玉莹、

刘雯、高鑫杰、李雪姣、王弋、许向亮、林若楠、李宸严、顾凤

云、贾芳弟、马玉婷、闫玉龙、张晓光、李慧、黎洁君

工商管理学院（14 人）：何金念、庞智瑶、龚曼、汪婷、孙

钦明、祖楠楠、樊倩、田遇春、孙雪、王慧、王鑫怡、马培培、

杜美珊、杜兴歌

会计学院（70 人）：曾瑜、赵博、冯梅菊、黄静、陈芮、王

思雨、袁勋、贾鼎初、张晓凤、曹慧、程俊林、陈思彤、任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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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丹丹、王艳楠、尤子巍、孙蕾、张鷖翾、李宇航、任素贤、常

亮、郭迎迎、张英杰、辛欣、张素娟、李晓雅、吴叶娟、赵慕华、

尚青、李晴晴、杨娟、唐志豪、张艳、杨蕊吉、图尔孙阿依·阿

布力米提、刘安钦、张涵卿、刘娟、杨晓艺、何方莉、汪宇、胡

清清、赵佳唯、余甜甜、彭雯静、丁宣宣、谢欢、沙亚·叶尔江、

刘建良、郑方园、李萍、石婷婷、柳婷、管馨雅、锁文锦、裴颖、

武慧媛、蔡亚妮、张青云、彭悦、裴嘉乐、杨泽瑞、王佳蕊、姜

珊、马春蕾、代煜、杨丽滢、朱昭宁、王青林、胡佳丽

经济学院（22 人）：李淑静、张业、王岩冰、陈梦、张霞、

苟红霞、贾鸿升、罗靖桥、布威艾杰尔·穆提乌拉、刘燕奎、吐

提亚·热扎、唐龙、杭沿达、贾铠箫、辛大国、刘琪、朱梦云、

夏莘、张毅、肖凡、智颖、冯彦

财政税务学院（7 人）：刘奥莉、玉苏普伊力·喀迪尔、马

海花、张心童、任卓雯、张成、张戈

旅游学院（5 人）：金红英、施谌谌、管艳芳、田健、车国

庆

国际经贸学院（15 人）：陈政党、王帅、廖丽珍、杨濛、白

雪、孙超、秦倩、石慧敏、杨梦迪、祁润、代利利、郭保林、丁

昱元、何琛彬、徐昊

法学院（15 人）：古丽戈娜·阿里木、靳旭、黄成、张雅鑫、

刘钰婕、赵文婕、毕晓燕、杨成、宋亚婷、任一鸣、熊玉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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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努尔·努尔买买提、张佳、柴慧、贺毅

文化与传媒学院（27 人）：任天娇、嘎纳·马合萨提别克、

孙芮、赵言、袁金霞、马耀庭、李森、余红升、李露、杨俊雅、

孙双涵、苏莹莹、王琼瑶、冯馨戈、兰飞、邓凌杉、朱佳、张雅

榕、胡婷、杨帆、石岩、田子鑫、彭雅伦、袁雨华、崔雪玲、贺

玲玲、王芳玲

信息管理学院（7 人）：蒿红可、杨爽、陈茜、王欣、杜正

毅、张明媛、王昭

MBA 学院（65 人）：徐梦、王娜、游嘉、阿里甫江·沙塔尔、

王欢、曾甜、莫绪龙、赵勇芬、关莉莎、寇全玲、李林峰、李俊、

游慧、周新洋、张兰筱、娄琪、冷洁、刘晨璐、李欣、迪力木拉

提·尼加提、魏俊龙、孙斌、兰江涛、孔明、胡瑞、张嘉琪、樊

文峰、郑云玲、赵爽、孙盟盟、白雪莉、王闻闻、秦凯、王晟、

陈业、于佳、王超、丛伊文子、冶怡璇、吕文琦、李若瑜、李静、

谢志怀、王彦辉、牛丽娟、包毓成、马王军、王涛、魏佼、梁鹏

飞、邓晓丹、张嫚、李大扬、雒小丽、孙文龙、董海燕、靳璐瑜、

王文娟、张倩、刘坤、王筱梅、丁星鑫、闫志强、李燕、邵凯玥

（四）四等学业奖学金（347 人）：

金融学院（57 人）：金鑫、栗美艺、郎好运、诸兴鹏、赵燕、

闫东东、阿卜杜凯尤木·赛麦提、张桂、谢德地、桂璐、褚文臣、

田宇、刘思贤、崔海斌、吕勐、王华鑫、王伊辉、崔明阳、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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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白龙霄、高宇、何春花、白文敏、沈霓、曾琪淋、曹秀沣、

赵冬飞、苏颖、张皓男、吴媚、刘伟奇、唐莎、谭卓敏、王维、

杨泽、燕奕杰、艾斯米古丽·肉孜、滕洲、杨燕燕、张钥、齐丹、

张仁博、冯毅、施仁凯、王璞、黄洪梅、邵明鑫、孙逊、桂明杰、

年发晖、方一卓、万海英、贺隆超、王超、冯靓、杨文君、彭哲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44 人）：韩雪娟、李罗蔓、赵紫薇、

刘晓、赵玉宁、徐艳梅、肖琦、程琪麟、刘怡、梁荣平、戴梦婷、

吴旭辉、王亚珍、王斌、范楠楠、闫苗苗、张曼琳、王菲、高亚

兰、买地乃·阿布力克木、颉凯丽、董万泉、靳旭文、李东玲、

吴笛、孟雪、陈媛、王路、尹坤、于文明、吴玲、魏滨、景昊坤、

安博文、艾力西尔·阿不都热子克、戴婉莹、丁月、李婷婷、曼

孜拉·达吾列提汗、刘晓曼、刘鑫、刘凯、申燕凤、王庆杰

工商管理学院（18 人）：王芳、刘婧、桑蓝庆、李其垚、顾

志星、吕树豪、付童歌、谢莹、任海帅、肖海舰、谭林勇、刘春

明、瞿正鹏、白喆、王童、郭营营、孙海洋、王明涛

会计学院（96 人）：张小连、关玉泽、丰丽丽、海梦杰、郑

汝琪、王大明、杨幸、穆尼热·阿布都卡德尔、白雪莲、吴澜玉

波、徐蒙蒙、解伟男、王一菲、饶丽薇、齐多加、化梦、裴兴之、

罗丽、吴静、马晓华、陶梦琦、李晓旭、董伟、赵冰、陈倩云、

戴元欣、李金翰、马士彪、宋绢绢、李孟姣、闫孟霖、赵懿行、

朱亚鹏、张瑶、刘洋、赵红、齐梦宣、方楠、依丽米努尔·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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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克木、韦静、李想、刘彤、史雪洁、魏薇、刘子娴、王征南、

李顺利、王美娟、王梦霞、段瑞艳、吕苏怡、孙然、杨帆、相阳、

西尔艾力·吉力力、阿依达娜·阿米提、柳安娜、高文波、周馨

瑶、撒彧播、张亚荣、孙云云、赵帆、孔婧、王萌萌、祁艳秋、

常雪琪、刘婷婷、李竹青、刘子婷、蔡月、崔丽慧、裴丹妮、陈

继利、王云洁、侯兰兰、靳宇新、张毅、许多娇、宋欣萍、徐英

杰、胡雅楠、迪丽玛尔·卡肯、高亚丽、刘变华、及辰、冯钰晴、

张金池、曾文悦、刘沛志、胡学梅、路霜霜、张梦可、陈东琦、

魏世豪、张鹏煜

经济学院（31 人）：李小杰、李可、张瑞、陈晓婷、李爽、

王佳华、古丽妮尕尔·居来提、刘志强、张旭东、冉雪阳、廖科、

李嘉楠、袁宏恩、强铮、徐玉吻、余乐、古丽扎尔·艾斯克尔、

祖丽皮努尔·依马木、赵丽娜、丁文婷、余秋培、骆佩、吴松、

姚瑶、付成、付煜、全俐颖、王茹茹、杨艳凤、宫圆圆、向艳

财政税务学院（11 人）：王睿琪、孔欣悦、杨晓庆、韩丽莹、

闫秀芝、于宴镔、关昕、卢晨莹、吴越、刘涵、约尔古丽·努尔

旅游学院（8 人）：孙超、陈曦、胡莉莉、孟雅茹、徐宁、

周婵、刘辉、刘丽丽

国际经贸学院（22 人）：王子曼、吴濛、周梅子、张乐怡、

寇明龙、曾嘉星、董晨、费翔、骆秋怡、徐佳、季雨、秦飞跃、

康馨月、程磊、刘鸣双、徐欣、郭越、刘甜、甘山亮、孙稚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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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董天起

法学院（14 人）：吴鹏飞、阿利亚古丽·阿不力米提、杜娟、

李彬、李斌、赵雅璇、罗宇蔚、田娅铃、任鹏、张亚菲、张杜娟、

王宥听、王娣、韩朋辉

文化与传媒学院（36 人）：陈佳勤、孙欣、曹慧、田灿、周

倩、张爱玲、古丽亚尔·艾山、何亮莉、车敬笑、赵鹏、马亚男、

梁帅、秦可、邱一帆、张亚雪、袁晓东、张晓晗、吴旭洋、刘帅、

朱莹、邵洁洁、张璐、黄修泰、马显静、孙会敏、曾飞、仝翔宇、

张琦、刘亚红、周梦婷、麦尔丹·库尔班、李亚楠、张若宇、古

丽米拉·肖克来提、夏依拉·博格达、刘倩

信息管理学院（10 人）：李盼、韩硕、刘迪、孙雪柳、冯长

征、张晨、赵宇安、张诗若、张昕、田晗

新疆财经大学

2020 年 6 月 15 日

新疆财经大学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