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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倩 会计 88.53 吴怡 审计 87.65

张洁慧 会计 87.14 徐建康 审计 87.39

岳晨阳 会计 87.09 冯硕 审计 86.45

周辉 会计 87.02 邢昕 审计 85.89

孙晓悦 会计 86.78 李继峥 审计 85.84

刘睿 会计 86.61 王馨苑 审计 85.66

冯子杨 会计 86.60 袁音 审计 85.40

赵力斓 会计 86.57 王海冉 审计 85.18

吴云艳 会计 86.35 王昊宇 审计 85.16

张梦冰 会计 85.59 刘高翔 审计 84.95

纪阳 会计 85.35 杨依婷 审计 84.66

梁煦 会计 85.10 郭佳佳 审计 84.55

郎明琦 会计 85.02 吕鑫楠 审计 84.24

周佳卉 会计 84.94 刘文君 审计 83.72

杨丰羽 会计 84.88 李涵 审计 83.66

李霖婷 会计 84.88 郭培香 审计 83.65

焦玉杰 会计 84.85 王紫薇 审计 83.64

熊成霞 会计 84.75 徐琪 审计 83.57

廖安 会计 84.67 徐子明 审计 83.53

朱磊磊 会计 84.54 郑惠文 审计 83.45

赵子悦 会计 84.52 石羞月 审计 83.34

姜茗 会计 84.37 石天然 审计 83.27

卢瑶瑜 会计 84.12 刘先程 审计 83.10

李佳虹 会计 83.90 张彬 审计 82.93

刘玉洁 会计 83.86 王莉 审计 82.33

周雪茹 会计 83.81 房红 审计 82.32

黄贺 会计 83.72 张译丹 审计 81.73

郭芷彤 会计 83.69 张宏远 审计 81.45

聂英杰 会计 83.65 周潇 审计 80.81

王尔羽 会计 83.52 赵庆庆 审计 80.31

刘天媛 会计 83.52 杨远春 审计 80.27

刘莲 会计 83.51 骆春玮 审计 80.24

陈承江 会计 83.40 牛瑞瑞 审计 80.10

孙文 会计 83.21 王喜枝 审计 80.06

向婧 会计 83.04 李立雪 审计 79.65

张昆洁 会计 82.95 康烁 审计 77.71

陈珊 会计 82.82 李函哲 审计 77.67

2018年推荐免试复试成绩



张弛也 会计 82.76 祝海凤 审计 77.54

陈霜 会计 82.73 涂钰燕 审计 77.51

范宇辰 会计 82.72 司淑玉 审计 77.29

李慧芳 会计 82.65 刘冰 审计 77.10

韩搏文 会计 82.61 赵玉锦 审计 76.67

刘璐 会计 82.43 段宁 审计 76.41

华盈悦 会计 82.24 高聪 审计 76.02

范雯一 会计 82.15 李欣 审计 74.68

王珂 会计 82.09 苗立宁 税务 87.66

李晋超 会计 82.05 肖雯宇 税务 87.37

刘娜 会计 81.91 许佳仪 税务 87.31

王丽然 会计 81.89 冯婷婷 税务 86.80

杨喆瑀 会计 81.82 方超 税务 86.49

徐放 会计 81.45 郭鋆 税务 86.36

邹秋怡 会计 81.35 任华宇 税务 85.96

高荔东 会计 81.08 陈高远 税务 85.95

汪星星 会计 81.07 李莹 税务 85.24

王悦 会计 80.98 洪晖琪 税务 85.17

谷宇 会计 80.82 应芸琪 税务 85.16

周陈林 会计 80.73 曾美祺 税务 84.77

洪锦菲 会计 80.61 付钰群 税务 84.50

李威 会计 80.57 赵敬 税务 84.01

周双双 会计 80.33 王依婷 税务 83.94

胡碧萍 会计 80.26 廖方毅 税务 83.59

高佳楠 会计 80.21 陈晨 税务 83.44

郑彤 会计 79.99 贾贝 税务 82.57

王亚冬 会计 79.89 贾楠楠 税务 82.39

余妮娜 会计 79.83 商润慧 税务 82.38

许丽欣 会计 79.82 张竞睿 税务 81.23

马克琳 会计 79.64 常茹钒 税务 81.14

魏芳 会计 79.53 唐敏 税务 80.88

马静 会计 79.42 邓玉琴 税务 80.73

付甜甜 会计 79.15 李真真 税务 80.44

李方雨 会计 78.93 郭子悦 税务 79.99

张蕾 会计 78.78 陈雨晴 税务 79.64

郭天予 会计 78.46 宋承谕 税务 79.46

马乐 会计 78.31 陈平 税务 79.36

李思捷 会计 78.27 蒋子涵 税务 79.17

黄璐璐 会计 78.16 夏仕坤 税务 79.02

韩璐 会计 78.08 马金丝 税务 78.16



周桐同 会计 78.05 肖红玮 税务 77.60

于慧丽 会计 77.65 王傲 税务 76.96

张晴宇 会计 77.62 陈鸿兰 税务 76.85

范亚如 会计 77.07 胡家庆 税务 76.11

朱叶维 会计 77.00 张欣明 税务 73.74

吴彦凝 会计 76.78 刘慧 税务 73.43

孙晨辉 会计 76.66

陈晴 会计 75.98

储刘婷 会计 75.81

林可欣 会计 75.65

邹俊文 会计 75.40

赵敏 会计 75.31

赵明宇 会计 74.88

李佳琪 会计 74.87

姜盈盈 会计 74.87

尹贺 会计 7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