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凯恩克劳斯经济研究基金会资助奖学金学生名单

年份 序号姓名 性别 地区 民族 院校名称 专业 年级

2008年

1 赵文婷 女 山西临汾 汉族 政法大学 国际法 研究生二年级
2 梁姣龙 女 湖南涟源 汉族 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三年级
3 马成燕 女 新疆伊宁 回族 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三年级
4 李珑 女 新疆乌鲁木齐 汉族 政法大学 比较民商法 本科生三年级

2009年

5 燕玉静 女 内蒙古 汉族 政法大学 企业管理 研究生一年级
6 易卫忠 男 广西桂林 汉族 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三年级
7 李妮 女 广西 壮族 政法大学 英语 本科生二年级
8 徐梅 女 新疆博尔塔拉 汉族 政法大学 国际经济法 本科生三年级

2010年

9 隆国华 男 湖南衡阳 汉族 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三年级
10 孙录娜 女 河北保定 汉族 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二年级
11 黄雪 女 贵州黔西 布依族 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三年级
12 张泽华 女  江西赣州 汉族 政法大学 国际私法 本科生三年级

2011年
13 彭奕翙 女 四川凉山 汉族 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三年级
14 排则莱提·如则托合提女 新疆和田 维吾尔族政法大学 法学 本科生二年级

2013年
15 邱晓霞 女 江西宜丰 汉族 湖南大学 经济学 本科生三年级
16 牟琪 女 湖北恩施 土家族 湖南大学 财政学 研究生二年级
17 张扬 男 安徽桐城 汉族 四川大学 金融学 本科生三年级

2014年

18 吐尔安·那扎尔别克 女 新疆沙湾 哈萨克 湖南大学 经济学 本科生三年级
19 贾梦杰 女 甘肃金昌 汉族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三年级
20 撒娅云 女 云南邵通 回族 湖南大学 国际贸易 本科生二年级
21 李鑫洁 女 重庆酉阳 土家族 四川大学 金融学 本科生二年级
22 恰雷惹·姆帕什布 男 四川凉山 彝族 四川大学 经济学 本科生三年级

2015年
23 蒲明芳 女 湖南长怀化 瑶族 湖南大学 国际商务 研究生一年级
24 马赫丹妮 女 四川凉山 彝族 四川大学 金融工程 本科生二年级
25 车江 女 四川犍为 汉族 四川大学 金融学 本科生三年级

2016年

26 莫文扬 男 湖南麻阳 苗族 湖南大学 数量经济学 研究生二年级
27 钟浣霏 女 广东广州 汉族 湖南大学 财务管理 本科生三年级
28 赵红杰 女 河南周口 汉族 湖南大学 会计学 本科生三年级
29 刘梦璐 女 山东青岛 汉族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二年级
30 李金晶 女 江苏海安 汉族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 本科生三年级

2017年

31 向建华 男 湖北巴东 土家族 湖南大学 国际商务 研究生一年级
32 龙洁 女 湖北建始 土家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三年级
33 张雅莉 女 湖南常德 汉族 湖南大学 理论经济学 研究生二年级
34 唐雪 女 四川成都 汉族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二年级
35 池晓彤 女 内蒙古巴彦淖尔 汉族 西北大学 国际贸易学 研究生一年级
36 刘家旗 女 陕西咸阳 汉族 西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一年级

2018年

37 符优 女 湖南益阳 汉族 湖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三年级
38 刘铃铃 女 江西吉安 汉族 湖南大学 财政学 本科生三年级
39 施竹红 女 安徽安庆 汉族 湖南大学 国际商务 研究生一年级
40 刘佳爱 女 湖南邵阳 汉族 湖南大学 经济学 本科生二年级
41 张帅 男 陕西榆林 汉族 西北大学 财政学 本科生二年级
42 李俏 女 陕西渭南 汉族 西北大学 西方经济学 研究生一年级

2019年

43 叶凡 女 云南大理 汉族 兰州大学 经济学类 本科生三年级
44 王莲慧 女 云南玉溪 彝族 兰州大学 经济学类 本科生二年级
45 马丽娅 女 新疆霍城 回族 兰州大学 经济学类 本科生二年级
46 雷冬娣 女 江西赣州 畲族 湖南大学 工商管理 研究生一年级
47 徐星福 男 河南商城 汉族 湖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研究生二年级
48 梁亚芬 女 湖南益阳 汉族 湖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研究生二年级
49 李宇瑛 女 陕西渭南 汉族 西北大学 产业经济学 研究生一年级
50 陈锦强 男 福建福州 汉族 西北大学 产业经济学 研究生一年级
51 王欣怡 女 陕西西安 汉族 西北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生二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