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学历 类别 突出事迹简要说明

1 张作嘉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奖，校学业一等奖，贸大“十大杰出研究生”，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

2 荆菁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数量经济学 硕士 市级、校级 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前5%，获得国家奖学金

3 丁宁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年级大班长，国奖，校学业一等奖，发表论文

4 幸聪颖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奖，校学业一等奖，担任助教

5 蔡志琼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校学业一等奖，发表多篇论文

6 丁珊珊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奖，院级优秀学生干部，发表论文

7 刘辉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奖，学业一等奖学金，优秀宿舍第二名

8 韩嘉懿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校级一等奖学金，北京市高校武术比赛第一名

9 雷茜茜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市级、校级 研究生期间国家奖学金，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10 史佳欢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市级、校级 专业成绩1/140，国家奖学金、综合一等奖学金，年级大班，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法国巴黎银行商业竞赛Top7%团

11 刘梓瑶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

12 王学敏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

13 陈传飞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第三届“中金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及衍生品知识竞赛三等奖

14 邓苏瑶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奖，学业一等奖学金，发表论文

15 薛雅心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市级、校级 2016年法国巴黎银行BNP第八届全球大学生商业竞赛团队166名，国奖，学业一等奖学金

16 马梦雪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创青春首都大学生创业大赛一等奖

17 郑妍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奖，学业一等奖学金，发表论文

18 张涛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市级、校级 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硕士国家奖学金

19 周潮然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奖，学业一等奖学金

20 辛伟涛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级奖学金，校级一等奖学金，发表论文于《企业改革与管理》，研究生篮球比赛第一名

21 晏哲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级奖学金，校级一等奖学金，参与编写《甘肃省邮政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22 邓芳楠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硕士 市级、校级 获得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获得学业一等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

23 马喜立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
博士 市级、校级 国奖，学业一等奖，贸大“十大杰出研究生”，发表论文数十篇

24 王霄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市级、校级

【思想】热爱中国共产党、尊敬师长,在3月19日党支部内党员民主评议中获评为优秀。本科获高富浪乐于助人奖学金（全校

1人），中学获得海淀区文明礼仪标兵称号。热心公益，组织参与公益活动12次，收获温暖与感动。

【学习】坚信学习是第一要务，勤奋努力，研一学年专业成绩排名1/151，综合成绩排名2/151。

【科研】2016年参加导师国开行《东三省财政风险》课题，测算北京与辽宁省地方债风险规模。本科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基

于效率与公平的我国高速铁路运价研究》，作为第一作者撰写论文《基于经济效能价格比模型对交通运输方式的研究》发表

于《中国商贸》，《我国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客运比价分析》被《时代经贸》拟采用。

【工作】校研究生会外联部骨干并留任副部长，分管高校组的具体工作，管理研会公邮及组织拍摄视频、管理外联部部门资

金。

【创业】作为组长带领团队参加“2014年创青春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国家赛区铜奖，产品智能水面清洁机器人申请专利

。

二、所获荣誉

【国家级】国家奖学金

25 王晓辰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市级、校级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

2）第三届“中金所杯”高校大学生金融及衍生品知识竞赛全国三等奖。

3）2016年8月，在《中国社区报》发表论文。

4）校学业指导中心，任学业助理、咨询助理。

5）研工部“先锋计划”青年领袖培训营营员。

6）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志愿者。

2017届研究生优秀毕业生拟获得者名单



26 顾铁琳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市级、校级

第一，曾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求索印象”校园文化学生创业团队负责人，领导15人创业团队打造“求索印象”校园文化

品牌；第二，获得国家奖学金和综合一等奖学金，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第三，担任班级党支书，获得研究生“优秀

学生干部”称号；第四，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主权债务信用国别研究”和“北京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等科研

工作，其中《一带一路国家主权债务信用国别报告》已刊印出版；第五，研究生合唱团成员，参与研究生迎新晚会和毕业晚

会等校级文艺活动。此外积极参与研究生SEED青年发展论坛、第一届“研究生思想政治风采大赛”、金融学院研究生新生篮

球赛等活动；第六，参与毛主席纪念堂的志愿者工作和中国国际金融展的志愿讲解工作，受到其他志愿者和领队的好评。

27 战天舒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市级、校级 曾获国家奖学金、综合一等奖学金、第四届“中金所杯”全国大学生金融及衍生品知识竞赛全国三等奖

28 林雯 女 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硕士 市级、校级

1、学习方面，获得国家奖学金和硕士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2、学术科研方面，研究生期间共发表论文2篇，获得了鸿儒奖学金。

3、校园活动方面，担任金融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副部长。

4、社会服务方面，曾在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兴业银行总行实习，将供职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 张腾 男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市级、校级 荣获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发表学术论文；担任学校学生组织干部职务等

30 刘皓楠 男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市级、校级
读研期间担任金融学院2015级硕士年级大班长，曾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学习成绩排名学院及专业前5%，曾获国

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31 赵东奇 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学习成绩优异，曾累计获十余次奖学金，研究生期间课程平均分94分，GPA 3.99，排名专业第一，获国家奖学金；

2、科研能力较强，曾协助完成省市、单位、学校等六项科研课题和项目；

3、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投身志愿公益与社会服务工作。现任金融学院年级大班长，负责全年级252名同学的在校事务；曾任

志愿服务团主席，负责组织十余项公益类活动，并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4、获学校唯一名额，参加纽约城市大学交换生项目，学习金融工程相关课程。

32 沈铭 男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综合二等奖学金；赴新疆支教一年；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2016年“创青春”全国

大学生创业大赛银奖；金融院研究生篮球队队长

33 田欢 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 综合GPA:3.99/4.0(1/80) 加权平均分:94.6(1/80)

2、 获国家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研究生入学新生奖学金

3、 班级党支部宣传委员，协助组织多场党支部活动

4、 已过CFA二级、CPA五门

5、 先后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国信证券固定收益部、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新财富组实习。在国信证券实习期间，协助完

成浙江某国有独资企业非公开公司债、企业债发行，筹集资金规模达近 50 亿，票面 4.0%创浙江省 AA 县级债券有史以来

票面利率最低纪录

6、 协助完成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委托项目《水利资产证券化理论和实践研究》

34 王安然 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 研究生期间课程绩点3.91，各科加权平均分在90以上，课程成绩专业排名第三，综合测评排名第五，获得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

2、 发表一般期刊论文一篇：严渝军（导师），王安然，《沪深A股熔断机制的磁吸效应及风险防控制度改进》，《2016 海

峡两岸金融教育联盟暨中部财金学术联盟国际研讨会》（一般中文期刊），2016（05）

35 李莹华 女 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硕士 市级、校级

成绩优异，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鸿儒奖学金和学业一等奖学金；

    担任专硕一班班长，做事认真负责，获得优秀学生干部三等奖学金，并组织本班同学获得优秀班集体二等奖的荣誉；

    参加Rotm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etition，在来自MIT, Princeton 等52 所高校的参赛队伍中取得MathWorks

Algorithmic Trading Case 第2 名；Quantitative Outcry Case 第10 名的成绩，带队参加“汇丰杯”2015年中国高校

SAS数据分析大赛获得团体12名的荣誉；

    与导师合作在CSSCI B类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业竞争与风险的动态相关性

研究》。



36 赵家悦 男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博士 市级、校级

本人本科期间多次获得校级综合奖学金，并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国庆60周年首都群众游

行，曾获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基层团干部、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毕业后参加团中央研究生支教团计划后，在金融学院

攻读硕士并参加硕博连读项目攻读博士学位。硕博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并多次获得校级综合奖学金，与导师组合作，在管理

世界杂志发表《正确认识和发挥汇率在我国经济跨越发展中的作用》，在财经研究杂志发表《金融发展与人民币实际汇率

》，在中国金融杂志发表《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封面》等文章；参与社科重大 “大规模外汇储备管理”、中金所“我国建

设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的可行性研究”、商务部“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研究”等多项横向与纵向课题；除此之

外，自硕博连读以来至今，作为项目成员参加国务院研究室“重大社会舆情信息通报”项目，每周收集、整理、分析国际及

中国经济数据与宏观经济政策，汇总专家建议，撰写重大社会舆情信息通报，报国务院领导同志，为相关机构研究、决策提

供参考，连续三年收到国务院研究室感谢信。硕博期间，在校团委任学生兼职副书记，策划、组织全校大型学生活动，协调

各校级学生组织有序开展校园活动，两次参与国家汉办“精英励志学生海外研修项目”，组织学生代表团赴美国、德国、俄

罗斯等国进行交流。

37 陈寅笛 女 商学院 会计 硕士 市级、校级

在研究生综合测评中位列专业第一，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在2015-2016年度、2016-

2017年度PEAK TIME全球商业策略竞赛中两次代表学校参赛，均获得中国赛区MBA组一等奖；曾在校研究生会负责外联工作，

曾参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青年SEED论坛的筹办并担任主持人、参与国际商学院2015级MBA/MPAcc迎新晚会的筹备并担

任主持人，并作为专硕学生组成员参加国际商学院AACSB认证的学生面试。

38 金雅玲 女 商学院 会计 硕士 市级、校级
1.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发表CSSCI B+论文一篇（陈德球、金雅玲、董志勇. 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效率.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39 梁诗卉 女 商学院 会计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

2.发表于CSSCI来源期刊（C类）论文一篇、

3.研究生寒假社会调研二等奖

40 潘文哲 女 商学院 会计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新三板智库”杯第二届全国新三板价值分析大赛华北赛区二等奖；

2.2016年校足球联赛中获女子组亚军；研二进入足协杯决赛

41 赵雪松 男 商学院 会计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学习勤奋努力，成绩名列前茅，荣获2017年度十大杰出研究生荣誉称号、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2.研究生一等奖学金、远东宏信奖学金、学生干部二等奖学金、

2.年级大班长、党支部副书记、奖助工作部部长是我奋斗的足迹，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科员更有我拼搏的汗水，为学校做出了

巨大贡献。

3.躬耕学术，积极参加研究生寒假调研，荣获优秀实践团队荣誉称号，

4.合作完成校级科研项目，以独立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一篇。

5.乐于奉献，勇于担当，诚实守信，积极发话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获得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42 叶颐山 女 商学院 会计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综合一等奖学金，守正用奇一等奖学金；

2.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3.党支部书记，基层党组织微党课评比市级优秀；

4.以第一作者发表北大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一篇。

43 孟庆丽 女 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 市级、校级
1.国家级奖学金、

2.CSSCI C刊论文1篇（第二作者）、普刊2篇（独立作者）

44 孙泽宇 男 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 市级、校级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硕士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2.国际商学院分团委第二副书记、国际商学院研究生企业管理及技术经济党支部支部书记；国际商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国际

商学院研究生企业管理及技术经济党支部副书记

3.2016年5月，国际商学院AACSB答辩

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十六届研究生支教团团员，高二生物教学以及团委相关工作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寒假调研

5.2016年11月，在《技术经济》（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以第三作者身份发表论文1篇

6.2017年4月，校级优秀团员；2016年9月，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45 胡单 男 商学院 工商管理 硕士 市级、校级

1、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第一；

2、2015年获MBA新生奖学金全日制项目提前招生二等奖；

3、2016年获学业一等奖学金、国家奖学金；

4、2016年3月在第八届尖烽时刻商业模拟大赛获全国亚军；

5、2016年5月在第五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中获学校历史最好成绩团体季军、沙鸥奖（最高荣誉）；

6、2016年12月1日在核心期刊《中国金融》第23期p31发表文章《做市商与新三板流动性》。



46 钮杨 男 法学院 诉讼法学 博士 市级、校级

1.2014-2015年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三十届校研究生副主席、法学院第五届研究生会主席、博士四年始终担任年级班长

兼党支书；2.2014-2015年曾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赴共青团北京市委参加青年学生组织领袖培训；3.博士四年绩点3.93，

平均分92分；4.参与国家社科项目1项，CSSCI论文已见刊3篇；5.2015-2016年作为第一批法律实习生被选拔赴最高人民法院

实习；6.2016年获国家奖学金；2014、2015年两次获“校优秀研究生干部一等奖”；2014年获“校特殊贡献奖”；2016年获

47 王丹 男 法学院 国际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学习成绩优秀、学术研究能力扎实，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等。独立撰写论文发表于我校

《研究生论坛》；在导师带领下作为研究员参与商务部《汽车产业竞争政策报告》课题。2、学生工作方面，担任法学硕士

年级大班长，在学院和老师的指导下，带领全班同学获得北京市优秀班级体、 校研究生优秀班级一等奖（均为我校唯一获

奖班级），个人曾获得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3、热爱公益事业，乐于助人，曾入选我校第16届研究生支教团，赴我校

48 邹露 女 法学院 民商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本人在校期间踏实努力，研一期间获得综合成绩排名全院第6（前10%），并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光华奖学金、金杜奖学金

。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期间与同学组成团队进行关于“餐饮外卖O2O法律监管问题调查研究”的寒假调研，获得该次调

研一等奖。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担任法学院研究生会体育部副部长，参与组织羽毛球比赛、篮球赛、田径运动会等

活动；参加第47届田径运动会，获得学生女子组三级跳远项目第八名；参加法学院第二期“贸大法学院法律沙龙”论文评

比，获得三等奖；参加“2016年商法年会”、“合家奥运会”、“牵着蜗牛去散步”等志愿活动。

49 陈杰 男 法学院
宪法学与行

政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奖学金：1、2015.9荣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生学业奖学金

        2、2016.9荣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3、2017.3荣获新华保险奖学金（校级）

活动比赛：1、2015.1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足球联赛季军（校级）

          2、2016.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一届游泳比赛100自由泳个人第五名（校级），全校团体总分第三名（校级）。

社会实践：组织（作为队长）并参与10余次志愿者活动，且个人分别到朝阳区小武基社区和高碑店社区开展法律宣传讲座。

50 叶聪颖 女 法学院 国际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专业学习：

研究生期间专业排名第1，获2015年-2016年度国家奖学金。

·学术竞赛：

（1）第十三届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辩论赛冠军；

（2）第十三届维斯东方国际商事仲比赛原告最佳诉状提名奖。

·学术发表：

（1）《中国邮政和快递服务开放绩效分析与其进一步开放》发表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论坛》2016年7月刊；

（2）《风险社会视角下对潜在危害的救济》发表于《贸大法学论坛》首刊；

（3）《CISG第74条下法律费用赔偿的再思考》发表于《法治研究》第六期。

·学院工作：

（1）研究生学生会校友部第一届核心成员；

（2）法学院模拟法庭俱乐部筹备委员会成员。

51 魏若男 女 法学院
法律硕士

（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研究生期间任职研究生学术部部长；获得国家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三等奖；两篇论文发表，三次参加学

术论坛并发言。

52 赵晟 女 法学院
法律硕士

（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研究生期间，综合排名专业第一，获国家奖学金，冯大同奖学金。

参加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比赛（英文赛），担任受害人代理人，完成书状写作和口头陈述，获全国一等奖；获“中伦杯”

校辩论赛冠军。

参加中国商法年会、一带一路外交官大使论坛、流浪猫志愿者，校团委抗日宣讲团等活动。

曾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杜律师事务所，汉坤律师事务所，英国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实习。

在毕业去向单位实习期间，曾代表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银监会《中国银行业法治建设报告》的撰写。

独立发表论文两篇。发表《保险利益在互联网创新型保险中的应用和分析》一文于《法制博览》3月刊。发表《微信公众平

台传播行为的著作权侵权认定及应对措施》一文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论坛》16年刊。

53 王玮 女 法学院
法律硕士

（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获得2016年硕士生国家奖学金，同时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及岳成律师事务所奖学金；

2、2016年7月至12月，随导师参与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联合课题项目“网上仲裁当事人身

份识别”并撰写研究报告；

3、2016年6月，在《经济》上发表学术论文《论预收保险费时保险人责任的承担》；

4、2016年1月，在《社会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浅析互联网民间融资核心法律监管制度的构建》。



54 世笑楠 女 法学院
法律硕士

（非法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获奖情况：国家奖学金、冯大同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二等学业奖学金；

2. 积极参与校园活动：2015年秋经法学院选派赴以色列Bar-Ilan University交换学习；担任辅导员办公室学生助理半年，

受到辅导员老师的肯定；两次担任法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秘书，并在第二次被任命为答辩秘书学生负责人，并兼任留学

生翻译；参加2015年春季运动会女子4*400米，并获奖。

3. 社会实践丰富：先后在一家美国公司和四家律师事务所进行实习工作，包括金杜律师事务所和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目

前已被金茂凯德录用。

55 黄晓凤 女 信息学院 产业经济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本科毕业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总团长赴新疆支教一年，荣获2014-2015年新疆兵团优秀志愿者称号；

2.学业、综合排名均位列第一，获得国家奖学金、综合一等奖学金；

3.《众筹项目融资成功的影响因素及预测模型研究》已获得《中国软科学》（CSSCI B类）的用稿通知；参与并完成研究报

告《北京市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研究报告》的撰写；

4.担任班长，荣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

56 黄伟钊 男 信息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曾担任研究生会副主席，现任信息学院兼职辅导员，成功组织开展第18届IT文化节、研究生迎新晚会、毕业晚会等校园文化

活动。曾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硕士一等学业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大杰出

研究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57 张炜杰 女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专业综合排名第一，获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

2.担任班长，曾任校研究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实创中心媒体运营部副部长，获2017年“十大杰出研究生”称号、优秀学生干

部一等奖学金、校级“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称号、第一届研究生思政大赛三等奖，作为在校研究生代表在2016年秋季学校开

学典礼上发言；

3.积极实践，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优秀宣讲员”、第36届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外事志愿者”，2016.07.25-

58 李炤坤 女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 道德品质优良，政治立场坚定；

2. 学习能力出众，课程成绩全专业第1（1/43）。

3. 参与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外上市公司年报话语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预测对比分析”（16BYY178）

4. 任英语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先后筹办2015商务英语模拟谈判大赛、实践导师聘任会、第六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大陆区总

决赛等多项大型活动。

5. 曾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往英国伦敦参加2016中英商务英语谈判峰会，获团体第二名；参与英语学院第二届模拟面试

大赛获第一名；获得校女子篮球联赛团体第五名。

59 李禹默 女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硕士 市级、校级

1.发表两篇学术论文      2.帮助学员获得优秀班集体荣誉                    3.国际标准化大会的志愿者组织者

4.知名企业的实习就业经验

60 郑好 女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干部二等奖学金；第39届ISO大会志愿者。

61 胡金林 男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硕士 市级、校级 1、获评国家奖学金、校一等学业奖学金 2、发表论文译著 3、担任国际大会志愿者 4、担任主要学生干部

62 段雅琦 女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硕士 市级、校级
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光华奖学金；首都高校研究生翻译大赛一等奖、全国口译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国际口笔译大

赛英汉汉英交传组三等奖

63 高迎春 女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硕士 市级、校级
综合测评成绩优秀，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A类）三等奖，并获国家奖学金和学业一等奖学金；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如第三十九届国际标准化大会和海湾国家经济合作智库峰会；实习经验丰富，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和英国商会实习

64 马晴晴 女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硕士 市级、校级

获得第七届“华政杯”全国法律翻译大赛二等奖；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业一等奖学金；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光华奖学

金；论文《网络时代图书馆相关公共利益的维护研究——以我国<著作权法>及第三次修法为例》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

2015年第23期（CSSCI  B刊），论文《基于转换性使用的著作权例外及其对图书馆界的启示》发表在《图书馆建设》，2017

65 金东梅 女 外语学院
亚非语言文

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年“十大杰出研究生”，2016年硕士国家奖学金2015-2016学年硕士学业一等奖学金，2015-2016学年

校级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立新体育基金奖”个人奖，2015-2016学年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语光十色”研究

生论坛优秀表现奖，党委宣传部贸大校报“遇见贸大之美”摄影作品征集大赛三等奖

66 王征 男 外语学院
欧洲语言文

学
硕士 市级、校级

作为外语学院年级大班长，积极参加思想动态座谈会、研究生代表大会等校级活动。曾获得北京市“先锋杯”优秀基层团干

部奖，研究生寒假调研二等奖、优秀团队奖，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校园文化建设贡献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学生干部一等奖学

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优秀宣讲员，第一届研究生思政风采大赛三等奖，外语学院研究生论坛最佳风采奖。就业季获

67 胡梦楠 女 外语学院
俄语语言文

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全科GPA3.96排名全院第一，综合排名前6%，曾获对外经贸大学二等学业奖学金、学院第十二届研究生论坛中获最佳内容深

度奖。曾在第二届俄罗斯（前苏联）高校毕业生日、专访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女士等活动中圆满完成

多项工作，并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三等奖。该生在求职过程中先后得到了包括外交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



68 全雪珠 女 外语学院 日语口译 硕士 市级、校级
大众物产杯日语演讲比赛第二名,研究生会优秀干部奖(第三名),与学校老师参与北京琉球学术会议并担任同声传译，

对外经贸大学生艺术团赴日本、韩国巡演期间担任日韩语主持人

69 王佳丽 女 公共管理学院 海关管理 硕士 市级、校级

GPA3.91/4.0，加权平均分91.81，多次获国家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等；公开发表含CSSCI-A类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1605）在内的5篇论文，另有内部期刊论文2篇，参与的2篇公共管理案例在“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评审中

等；参与多项课题、著作和学术会议，实践论文获国家级奖项等；积极参与党团和公益活动等。

70 杜娟 女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硕士 市级、校级

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专注科研，综合排名全院第一。荣获2015-2016学年度国家一等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获得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2016年第一批科研奖励，主持并完成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一般项目、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 参加并完成导

师主持的多项教育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与导师合作发表CSSCI B+类期刊论文一篇， 一般期刊一

篇。公派美国佐治亚大学联合培养一年，与美国导师合作一篇SSCI工作论文。受邀参加美国西南亚洲研究年会、中美公管管

理国际研会等多项高水平国际会议并做报告。受邀参加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复旦联合高级研

修班等。曾担任公管研究生班团支部书记，积极参与志愿活动曾参加APEC会议志愿服务、国际会议翻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讲团。毕业后将进入清华大学公管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71 周新发 男 保险学院 金融学 博士 市级、校级

2012年、2014、2015年三次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两次获得校级和院级优秀班干部奖学金，发表论文20篇，主持5项科研

课题，先后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金融学年会、哈佛大学中国论坛和北大赛瑟论坛等国内外一流学术会议，并于2015-

2016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哈佛大学从事访问学者一年。

72 徐炜珩 女 保险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发表一篇论文,任保险学院文宣部长。

73 金玉薪 女 保险学院 保险 硕士 市级、校级
曾获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三等奖学金，曾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志愿活动

74 沈默 女 保险学院 保险硕士 硕士 市级、校级

《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作为第二作者与杨风寿老师共同发表在《宏观经济研究》杂志上，该杂志属于

北大核心期刊，CSSCI-C类期刊。另外一篇《运用保险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研究——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为例》发表

在《活力》杂志上，属于黑龙江省一级期刊，国家二级期刊。参与杨风寿副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适度社会保障水平

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关系研究，属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校研究生会体育部骨干，校级乒乓球联赛团体第五名。首

届百度互联网训练营第一名，优秀个人，创业产品获得创业投资基金青睐。

75 朱永玲 女 保险学院 金融学 硕士 市级、校级 在校期间发表四篇学术论文；多次参加校内外志愿活动；荣获国家奖学金和一等学业奖学金。

76 黄艳希 女 wto研究院 世界经济 博士 市级、校级

（1）两次国家奖学金，博士光华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二等奖、三等奖，研究生“优秀宣讲员”（2）研究生寒假社会

调研一等奖（3）发表共计9篇论文，参与9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参与专著5部、译著4部（4）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会主席

、博士副主席，2012级硕士班班长（5）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赴美国访学一年，参加“港大-利丰”研修项目、第十三届WTO

与中国学术年会志愿者等多项志愿服务。

77 刘雪娇 女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博士 市级、校级

（1）两次国家奖学金，硕士光华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二等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三等奖（2）研究生寒假社会调

研“最佳数据报告奖”（3）发表共计11篇论文，参与6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项联合国粮农组织AgriTT的中英非三方联合

项目（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研究生会博士生部部长（5）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赴英国访学半年（6）中国学术年会志愿者

、全球价值链培训班、为盲人读书、红军营小学支教等多项志愿服务

78 贾雪羚 女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 学习态度认真，学习成绩优秀，综合GPA3.87，年级排名第三，专业排名第一，获得研究生综合一等奖学金；

（2） 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参与导师主导大数据研究项目国际安全态势感知指数排名》，研究成果于2016年7月在“安全

外交：领土冲突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布。

学生工作认真负责：

（1） 作为第十六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于2014-2015年度赴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第五中学任教；

（2） 2015年9月起，同时担任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职务。任职期间，带领学院研究生会策划组

织多场学长论坛、文艺表演、素质拓展活动；并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严格考察、发展研究生党员，组织支部党员开展党日活

动，学习党的精神；

（3） 2016年4月，被选举成为我校第三十一届研究生委员会委员；

（4） 获得校优秀研究生干部一等奖学金。

实践活动成果显著：

（1） 参与我校“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研究生宣讲团，获“优秀宣讲员”荣誉称号；

（2） 参与我校研究生寒假社会调研，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寒假调研“优秀奖”，所在团队获“优秀调研团

队”荣誉称号。

79 蒋宵 男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硕士 市级、校级

1、研究生阶段综合排名专业第一；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3、保送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4、本科阶段曾

任校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理事、院辩论队队长，两次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5、曾组织团队参加主题为“关爱留守儿

童”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深入四川农村进行支教和慰问活动



80 徐雅琳 女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硕士 市级、校级 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汇丰杯”2015年中国高校SAS数据分析大赛优秀奖，曾赴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交流学习一

81 王慧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产业经济学 硕士 校级 获得光华奖学金和学业一等奖学金；担任答辩秘书

82 彭文祎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西方经济学 硕士 校级 各门课程成绩优异；积极参与学生活动，为校研究生会筹集活动经费

83 修瑶瑶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光华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

84 夏雪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

85 唐慧敏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中金所杯高校大学生及金融及衍生品知识竞赛三等奖

86 李茹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硕士 校级 国奖，学业一等奖学金，院研究生会文体部副部长，校级优秀团员

87 张沥丹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硕士 校级 光华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发表论文

88 江小鹏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贸易学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

89 帅颖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积极组织社团活动

90 游晶晶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王林生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院研究生会副主席

91 任荣荣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光华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发表论文

92 李玲玉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光华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校级象棋比赛前四名

93 刘佳荣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发表论文

94 吉慧敏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2016年北京商业挑战大赛三等奖

95 李菲菲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校研究生会秘书处任职

96 邓霄羽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97 陈辰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校级 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业一等奖、光华奖学金以及远东宏信奖学金

98 宋彬申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校级 一等学业奖学金；光华奖学金

99 周瑶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校级 参编《国际贸易融资与案例分析》一书

100 陈瑞升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光华奖学金

101 邱歆与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及三株消费经济学奖学金，获校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

102 鲁方帆 女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税务 硕士 校级 获得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获得学业一等奖学金和光华奖学金

103 李大夜 男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金融学 博士 校级 国奖，光华奖学金，发表多篇论文

104 蒋涛 男 金融学院 金融学 博士 校级

[1] 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

[2] 2016年9月获得“中国金融管理会议优秀论文一等奖”；

[3] 2014年10月获得“中国风险管理与精算论坛会议优秀论文一等奖”；

[4] 2014年12月获得“国家奖学金”；

[5] 2014年5月至2015年6月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403)，已顺利结项；

[6] 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主持PICC灾害研究基金校园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D20) ，已顺利结项；

[7] 2012年6月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支持性项目(A2012054) ，已顺利结项；

[8] 在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等经管类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同时还有一篇论文在SSCI B类期刊JIFMIM的R&R阶段；

105 朱迪 男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1.获综合一等奖学金、光华奖学金；2.2015年“汇丰杯”SAS数据分析大赛全国第8名

106 马雯 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2016年12月 获学业一等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百瑞信托资产管理奖学金。

107 孟倩雨 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1.各科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加权平均绩点3.97，加权平均分92.5385，专业排名第三。2.通过CPA专业阶段6科考试。3.积

极参与实践活动，在西部证券，华融证券等机构实习，表现优异。4.获得学业一等奖学金，新华云帆奖学金。

108 冯蕊 女 金融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就读硕士期间，专业综合排名9/80，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业一等奖学金及百瑞信托奖学金。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活

动，现任院研究生会副主席，曾获“2015-201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及“2015-201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

秀团员”称号。此外，本人为院篮球队、足球队及校女足队员，于硕士期间分获两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足球联赛冠军”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篮球联赛季军”，并多次代表学校参加“首都大学生女子足球联赛”，与队友一同获得“北京市首都大



109 张璇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校级

1. 学业成绩

研一学年加权成绩86.3，综合排名8/151，担任班级心理委员。

2. 社会实践

于2016.3-2016.9在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进行实习，撰写论文《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环保产业发展趋势分析与对策评价

》。

3. 获奖情况

① 2016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② 叔蘋普惠金融研究生奖学金（企业与基金会性质）

③ 2016年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业一等奖学金

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季摄影大赛二等奖

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生奖学金

4. 创新创业

参与SmartLink模块化童车创业项目，在其中负责内容推广，公众号运营以及文案编辑工作。

110 任国奇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校级

1. 2015年11月， “汇丰杯”2015年中国高校SAS数据分析大赛全国第8名

2. 2016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3. 2016年12月，2016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111 赵常惠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校级
因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较为优秀，荣获校级优秀研究生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光华奖学金

、百瑞信托资产管理奖学金。

112 余佳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校级 思想上积极进步，学习成绩优异，获得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和百瑞信托资产管理奖学金；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

113 孙燕婷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校级

1、 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异。研究生期间获一等奖学金（前8%），光华奖学金（4/151）和百瑞信托奖学金（6/151）；

2、积极参与学生工作，研究生期间担任院研究生会学术部副部长，多次承担讲座的组织工作；

3、积极参与学术科研实践，研究生期间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完成水利部课题一项和浙江省农商行课题一项；

4、积极参与学业实习实践，曾在融通资本、民生证券、国信证券、进出口银行总行等公司实习；

5、积极参加党支部活动，关心同学，乐于助人。

114 徐卡 女 金融学院 金融硕士 硕士 校级

1、 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排名在班级第3（前7%），专业排名第13（前9%）;

2、 获得硕士生学业一等奖学金、硕士光华奖学金

3、 在研究生会工作中表现优秀，获得研究生会“研会之星”称号

4、 《基于ATM人机界面情境的顾客感知价值维度研究》课题，发表于《农村金融研究》

115 朱亦彤 女 金融学院 金融 硕士 校级

一、学习及获奖情况

1、2015-2016学年，课程加权平均分排名第4，成绩综合排名第14。

2、因各方面表现优异，曾获一等学业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百瑞信托资产管理奖学金。

二、社会实践经历

2015-2016学年，曾先后在三星经济研究所、华泰联合证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习。

三、校园社团经历

2015-2016学年，曾在研究生社会实践与学术创新中心实践部工作，负责研究生寒假调研项目的策划及组织工作。

116 秦万超 男 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硕士 校级 RITC2016 Algorithm Case第二名

117 曾志遥 男 商学院 会计 硕士 校级 担任2015-2016年度MPAcc联合会主席，在任期间协助老师举办大量活动，丰富同学们的生活。

118 刘璐 女 商学院 会计 硕士 校级

1.学习成绩优异，成绩排名前20%，获得了校级综合一等奖奖学金和“远东宏信”奖学金；2.学术科研能力强，积极参加课

题项目调研，《通过中钢集团债务危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于《中国市场》（原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收录于中国核

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3.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助人为乐，团结同学。担任国家商学院研究生联合会学业推进部部长，

辅助主席负责联合会的俱乐部—英语俱乐部和财会金融俱乐部，协助组织和参与北京高校联盟暨学术交流活动、联合会招新

活动和新生见面会；4.同时担任奖学金助学金评定工作的奖助小组的成员，负责本专业学生综合测评成绩评定、奖学金评选

工作及其他奖助相关工作；5.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活动。积极响应学院的征稿活动，自己的两篇散文和随笔发表在国

际商学院《启程》杂志上；在学院研究生迎新晚会等活动中表演节目等

119 姜茜 女 商学院 会计学 硕士 校级
1.专业成绩专业第二，绩点3.95，

2.综合一等奖学金



120 何海宇 男 商学院 会计学 硕士 校级

1.本人担任2015级会计学硕班级班长，为班级同学发放各项通知、收发各种材料、统计各项信息、组织各项活动，召开班会

学习党的最新理论知识。

2.本人参与国际商学院AACSB申报答辩，参与研工部“先锋计划”青年领袖培训营项目并顺利结业，参加校足球赛、趣味运

动会、研工部寒假调研等校园活动，并担任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的答辩秘书。

3.本人获得学业一等奖学金、守正用奇一等奖学金，

4.在硕士2年期间通过了CPA专业阶段6门考试和证券从业资格旧制度基础知识和投资分析两门科目，在高瓴资本等金融机构

实习。

121 杨柳 女 商学院 会计学 硕士 校级

1.成绩优异，综合积点3.92,

2.获学业一等奖学金、守正用奇二等奖学金；

3.在核心期刊《财会月刊》2017年4月刊上发表论文《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战略转型——以万科和绿地“轻资产”模式为

例》；

122 高原 女 商学院 会计学 研士 校级

1.获得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综合一等奖学金、守正用奇一等奖学金；获得研究生学生干部三等奖学金

2.在《财会月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财务研究》、《北京教育》上分别以第一、第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三

篇，其中《财务研究》文章获得杂志年度优秀论文称号；

3.担任国际商学院会计学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123 王力龙 男 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 校级

1.获得硕士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2.“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3.参加国际商学院AACSB答辩认证；

124 李彬 男 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士 校级

1.获得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光华奖学金；

2.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如AACSB认证等；

3.代表学院参加各项体育赛事。

125 刘茉 女 商学院 会计学 博士 校级

本人读博期间，一直勤奋刻苦学习，团结同学，工作态度严谨，对会计、金融、经济领域知识都有着较深的理解。积极参加

各种学术会议，同时参与了导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官员异质性、社会信任与企业资源配置”（项目编号：

71472041），和老师、同学一起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培养了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且先后两次获得守正用奇奖学金。

已发表主要学术论文如下：

1、《财经研究》宗教信仰、政治身份与企业投资偏好，2016, 06期；

2、《审计研究》风险资本、信息披露质量与审计师报告稳健性，2016，05期；

3、《学术前沿》管理层质量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2017年02期下；

3、《经济与管理研究》主政官员更替、不确定性与外资利用，2017年，03期；

4、《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企业家荣誉对民营企业信贷合约的影响，2017年02期

5、《会计研究》政治不确定性、股利政策调整与市场效应， 2015年04期；

6、Political uncertainty, dividend policy adjustments and market effects[J].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5, 3(1):49-83；

126 孙姣 女 商学院 工商管理 硕士 校级

1、2016年硕士国家奖学金；

2、2016年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生一等奖学金；

3、第八届“尖峰时刻”全球商业模拟大赛一等奖；

4、2016年北京MBA第六届羽毛球联赛最佳拼搏奖。

127 姜帆 女 商学院 工商管理 研士 校级

1、学习成绩突出，综合测评成绩班级第3名，学习成绩班级第1名；

2、在校期间曾获多项奖学金，硕士生学业一等奖学金（2016年）、研究生光华奖学金（2016年）；

3、积极承担班级任务，担任班级生活委员并主动为同学们服务，如考试前学习小组、假期外出活动等；

4、 积极参与学院活动，作为优秀学生参加学院与法国KEDGE商学院合作的交换生项目（2016年至2017年），赴法学习6个月

期间广泛与来自全球顶尖学校的国际学生进行思想交流，展现我校MBA学子阳光、积极的正能量形象；

5、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学院CAMEA高质量MBA认证工作志愿者（2017年）、EMBA论文答辩秘书志愿者（2016年）、

入学迎新晚会组织与参演（2015年）、MBA篮球联赛组织工作（2015年），积极向对外经贸MBA公众号反馈活动成果，积极协

助宣传学院MBA项目。

128 段宇 男 商学院 工商管理 硕士 校级

1、2015年11月~2016年6月参加国际商学院企业实践项目，担任组长并取得优异成绩；

2、2016年12月获得校级一等奖学金；

3、2017年1月签约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养老金部。

129 贾若楠 女 法学院 经济法学 硕士 校级 第十届普莱斯传媒法模拟法庭竞赛全球16强



130 邓范龙 男 法学院 国际法学 硕士 校级 学业一等奖学金，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以及学校活动

131 吴婷婷 女 法学院 国际法学 硕士 校级

1. 国奖及一等奖学金。在研究生第一学年，取得综合排名第二名，获得国家奖学金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等奖学金。

2. 论文发表，参加北京国际法学会年会并获得会议发言资格，撰写文章《“一带一路”国家涉华贸易救济案研究》获得三

等奖，文章发表于《国际法学论丛》（第10卷）。

3. 各类学术实践活动。于2015年12月份代表法学院参加第四届WTO模拟法庭辩论赛（商务部主办），并获得全国亚军（第二

名）的荣誉。于2015年10月份参加法学院新生辩论赛，并获得最佳辩手的称号；于2016年5月6日至5月8日代表我校模拟联合

国参加北京市2016年模拟联合国大赛。

4. 组织工作。于2015年10月起担任我院研究生三班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每月党组织生活会，联系党员及群众，发展积极

分子及可培养的对象，已向党组织推荐9名积极分子。同时参加学校研究生会人力资源部，组织策划研代会及Seed论坛等活

动，并获得研究生会“领航新秀”称号。

5.   实习。暑期于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获得铸金计划文化衫设计“最佳第一印象奖”。

6.   志愿活动。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活动，参加的志愿项目有绿芽公益活动、奥森绿色行活动、2016年城俱杯志愿活动、国

际半马志愿活动等。

132 曹彬 男 法学院 刑法学 硕士 校级 国家奖学金

133 柳安楠 女 法学院 民商法学 硕士 校级

柳安楠是法学院2015级民商法学专业研究生，她以近三万单词写就全英文硕士毕业论文，并对补贴法深入探索，最终设计出

一个与WTO法（世界贸易组织法）规范合规的国家补贴措施，并已提交商务部世贸司，为国家出言献策。2017年，她以专业

第二名取得国家奖学金、综合一等学业奖学金、金杜律师事务所奖学金，并成为一年一度法学界最负盛名的美迈斯奖学金候

选人。

柳安楠一共参加了三项全英文模拟法庭辩论赛，并有两项晋级了全球总决赛。她曾获得中国WTO法全英文模拟法庭竞赛亚军

、最佳辩手称号，并进入新加坡参加ELSA WTO亚太区总决赛；她曾获得普莱斯杯媒体法全英文模拟法庭全国总冠军、亚太区

亚军，并获得人民大学法学院资助前往英国牛津参加全球总决赛；她曾获得贸仲杯全英文模拟仲裁大赛全国前八强；同年她

进入我校首届商务外语大赛决赛，并在今年又进入Model APEC决赛。

她曾获全额资助前往香港安盛保险公司实习、于香港大学访学，并在香港商业策划大赛获得冠军。同年，她获资助前往西班

牙卡米拉大主教大学交换，学习欧盟商法。

她曾经选拔成为了ICTSD-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的第一批中国实习生，并是唯一的本科生。她协同ICTSD中国区执行总

裁成帅华博士筹办了“后巴厘”闭门会议，接待了世界贸易组织易小准总干事、英国驻华公使等嘉宾。之后，还在号称全球

魔术圈（Magic Circle）的英国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实习。

在贸大六年的沉浸与厚积薄发让柳安楠在2017年的就业季寒冬中脱颖而出，她不仅斩获了商务部世贸司、中国人寿投资总公

司的offer，还拿到汇丰银行Commercial Banking管培生offer，未来，她将进入国家部委——商务部世贸司，立志成为一名

能帮助国家对外贸易添砖添瓦的国家公务员。

134 王弘毅 女 法学院
法律硕士

（法学）
硕士 校级

1、专业成绩排名名列前茅，平均成绩89.28，平均绩点3.80，获得2016年校级综合一等奖学金、2016年度光华奖学金等荣誉

。2、担任2015级法律硕士（法学）一班党支部书记，获得2016年度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3、担任北大法律援助中心

志愿讲师，法学院实践部法制宣传讲师团成员，获第一届贸大法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获2016年校级法律知识

竞赛团体一等奖。4、参与国家级、市级社科基金科研项目三个，发表学术论文一篇。

135 李彩云 女 法学院
法律硕士

（法学）
硕士 校级 曾获综合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称号；曾参与校级科研项目；曾在校级刊物发表论文

136 王慧慧 女 法学院
法律硕士

（非法学）
硕士 校级

校内学习实践：任2014级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大班长，多次组织开展班级活动并或得好评；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及研

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和二等学业奖学金各一次，获得岳成律所奖学金和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担任课堂模拟国际法律

谈判的队长，组织中外学生沟通学习；                校外实习经历：先后在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医

药保健品商会法务部实习，在环球律师事务所实习5个月，现已被金茂凯德律所录取。

137 王文涛 男 法学院
法律硕士

（非法学）
硕士 校级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级法律（非法学）党支部担任党支书，先后两次获得2014-2015年度以及2015-2016年度校级优秀学

生干部称号，并多次荣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于2015年以422分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先后在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实习，毕业后就业单位为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市分行。

138 张琪 女 信息学院 产业经济学 硕士 校级

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并多次获得综合奖学金；积极参加各类学术讲座和重要学术研讨会，了解本专业国际前沿的研究课

题，其中2015年参加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年会及青年教师科研讲座，收获甚多；2016年作为第四届京交会志愿者代表收到

北京市委常委与副市长的亲切慰问。

139 赵丽莎 女 信息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2016年11月获光华奖学金；2016年10月获“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3篇，其

中两篇导师一作；本人二作。



140 吴倩 女 信息学院 产业经济学 硕士 校级 研究生期间获光华奖学金、一等奖学金，寒假调研三等奖

141 王海舟 男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硕士 校级 获国家奖学金、一等学业奖学金，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和校内活动。

142 张航 男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硕士 校级 研究生国奖、学业一等奖学金；商务英语谈判精英赛全国一等奖、最佳谈判手；多次在校内外重要活动中担任交传译员

143 王东婉 女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硕士 校级 海峡两岸口译大赛三等奖，获得一等奖学金及光华奖学金

144 蔡郁 女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硕士 校级
在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踏实认真，成绩优异，专业基础扎实，曾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同时，积极参加学院及校内活

动，担任青年组织联合会常务部部长，认真负责，成功组织求职分享、团队建设活动，丰富同学的课余生活。

145 刘佳鑫 女 英语学院 英语笔译 硕士 校级

1.参与撰写《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需求蓝皮书》“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需求调研报告”；

2.编辑审校《翻译项目管理》（崔启亮、 罗慧芳，2016）。

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2015-2016

4.发表文章 2016年7月 《中国翻译》2016(4) “国有企业语言服务的需求调查分析及启示”

146
皇甫俊

凯
男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

及

应用语言学

硕士 校级

获得国家奖学金、学业一等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干部奖学金三等奖

发表SSCI核心期刊论文一篇（2016.06），CSSCI核心期刊论文一篇（已接受，5月中旬出刊），普通期刊论文一篇(2016.09)

主持学生科研立项项目一项，并获评重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两项

担任校级研究生组织副部长并承担相关工作

147 代璐遥 女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硕士 校级

思想上进，遵纪守法，现为中共正式党员；认真学习，成绩优异，综合测评专业前10%，2次获得校级奖学金；投身科研，成

果显著，多次参加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和高级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3篇，并投稿SSCI论文1篇；自愿到西部就业，投

148 谢晨辉 女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

学

硕士 校级

该生是学生党员，积极参加学院党支部组织的各类活动，学习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与时俱进。该生学习刻苦，在校期间认

真完成全部课程，取得优异成绩，并在研一结束时获评学业一等奖学金。该生在研会的工作中认真负责，高效地完成工作，

关心研一同学，与其相处融洽。该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工作，在研一时参加北京市第四届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会议服务，优秀

149 冯嘉蔚 女 英语学院 英语口译 硕士 校级 口译专业大班长、研究生代表大会常委/国外期刊论文发表一篇、院系科研立项

150 伍雪永 女 外语学院
日语语言文

学
硕士 校级

参与2013年度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名称《粤语与日语的语音对比研究》。在《商情》2014年第8期

中发表《粤语与日语的语音对比研究》

151 闫丽丽 女 外语学院 法语语言文 硕士 校级 专业排名第一，获得国家奖学金和硕士学业一等奖学金等荣誉。并多次参加各种规模国际会议的口笔译活动

152 王海霞 女 外语学院
西班牙语

语言文学
硕士 校级 专业排名第一，曾获硕士综合一等奖学金，两次参加由商务部主办的海外研修班项目，担任西班牙语交传翻译

153 王朝君 女 外语学院 朝鲜语口译 硕士 校级 研究生宣讲团成员，环球网“精彩韩国”韩语编译大赛二等奖，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二等奖学金，研究生学业二等奖学金

154 孙震 男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硕士 校级 年级大班长，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综合成绩排名年级第5名，获得综合一等奖学金，两篇文章发表在C刊

155 范青青 女 公共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

理
硕士 校级

综合成绩排名年级第三，课程加权平均分为91.5，获得硕士国家奖学金和校级一等学业奖学金。同时还发表了两篇论文，并

参与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

156 李敏 女 保险学院 保险 硕士 校级

（1）成绩优异，在《保险理论与实践》发表论文一篇，参与“农业保险精准扶贫”、“世界各国反保险欺诈经验借鉴”等

课题。

（2）担任校研究生会副主席一职，担任班级心理委员一职。

（3）主动参加 “保险精算论坛”、“学院校友会”、 “成长驿站”等志愿服务活动。

（4）获“硕士国家奖学金”；“硕士学业一等奖学金”；校级“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研究生优秀学生干

157 龙点 女 保险学院 保险 硕士 校级
1.2015-2016年度综合测评排名第四，获得“硕士国家奖学金”和“硕士学业一等奖学金”；2.自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担

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研究生会学术与职业发展部副部长，并获得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

158 刘卓 男 保险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所获校级奖项：学业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一等奖学金、光华奖学金。任保险学院2016级科硕班班长。

159 郜丹 女 保险学院 保险 硕士 校级 遵纪守法，品德优秀、学习成绩优异、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团结同学、尊敬师长、诚实守信、乐于助人

160 蒋思源 男 保险学院 金融学 硕士 校级

获得全国保险产品创新大赛一等奖。

校级奖项：

1、获得研究生一等奖学金。2、获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寒假调研三等奖。3、获得“职不我待，礼见风采”职业礼仪大赛三

等奖。4、获得研究生篮球赛第三名。5、参与研究生宣讲团，获得荣誉证书。

志愿活动：

参与绵阳市“敬老爱老-暖冬计划”，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



161 杨雪莹 女 保险学院 保险 硕士 校级

一、所获荣誉

2016.1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2016.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二等奖学金

2016.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二、参与课题

2015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企业“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西方国家对私营企业境外投资支持政策史比较研究”课题

三、志愿项目

2012.4-至今 美新路公益基金大朋友项目长期志愿者

162 刘欣 女 wto研究院 国民经济学 硕士 校级

国家级奖项：

2015-2016年度 硕士国家奖学金。

学术类：

《亚太经济》（CSSCI C类）发表论文一篇。

学生工作：

2016.03-2017.03中国WTO研究院研究生会办公室副部长。

志愿工作：

第十四届WTO与中国学术年会、“TPP与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研讨会等志愿服务工作。

163 陈丽雪 女 国际经济研究院 世界经济 硕士 校级
1.于核心中文期刊《亚太经济》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同时也参与编写了我院出版发行的《2016外商投资报告》。2.获得

了学业一等奖学金、国家奖学金以及研究生优秀干部二等奖学金。3.担任班长和我院研究生会副主席。

164 余素倩 女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 硕士 校级

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曾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戴姆勒卡客车（中国）有限公司、凤凰新媒体等知名企业实习，通过注

册会计师考试专业测试阶段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等科目，收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百度等知名企业录用机会

165 黄凯伦 男 统计学院 应用统计 硕士 校级

1.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成为FRM持证人，CFA level3 candidate；

3.积极参与全国性量化投资策略大赛；

4.实习期间开发宏观经济指标预测、企业财务模型以及国债期货交易策略模型，为实习单位做出较大经济贡献

166 孙瑶 女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硕士 校级

1.综合测评专业第二（前10%）；

2.荣获硕士研究生光华奖学金；

3.荣获硕士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4.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会外联部干事；

5.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宣讲团成员。

167 刘丽娜 女 统计学院 统计学 硕士 校级 获得研究生一等奖学金；担任班长，同时曾是实创中心社会实践部骨干，组织了2016年研究生寒假调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