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天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及光学工程学科2022级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公示

姓名 身份证号 基本奖助学金等级

陈超 ****************433 特等

高天珩 ****************112 特等

刘亚辉 ****************214 特等

彭涛 ****************519 特等

卢旺 ****************379 特等

林若彬 ****************91X 特等

赵梓旭 ****************213 特等

张佳 ****************22X 特等

梁鹤鸣 ****************613 特等

赵轩 ****************812 特等

牛金成 ****************937 特等

任洮 ****************01X 二等

孙天祥 ****************334 二等

丁建 ****************316 二等

熊张 ****************717 二等

张鹤 ****************428 二等

陈威鹏 ****************016 二等

张涵琳 ****************053 二等

苗赛尧 ****************779 二等

韩宇 ****************420 二等

张赫彤 ****************725 二等

姜辰晨 ****************020 二等

房超 ****************816 二等

葛智董 ****************011 二等

杨星帮 ****************175 一等

李瑞 ****************923 一等

张润铭 ****************673 一等

王金鹏 ****************031 一等

苏靖朝 ****************114 一等

陈楠星 ****************031 一等

钱帮助 ****************513 一等

刘荫琢 ****************235 二等

龙科宇 ****************416 二等

苗嘉杰 ****************530 二等

任智宇 ****************515 二等

张殊 ****************570 二等

邵芳芳 ****************264 二等

曹佳杭 ****************624 二等

康晟昊 ****************411 二等

童喜 ****************468 二等

焦丹 ****************329 二等

于锦涛 ****************018 二等

申玉杰 ****************624 二等

杜佳婕 ****************120 二等

张椰琪 ****************168 二等

尚世迪 ****************381 特等



李泊萱 ****************022 特等

胥凯旋 ****************444 特等

夏丞佑 ****************939 特等

崔佳玥 ****************64X 特等

于鑫 ****************898 特等

任林 ****************012 特等

仝佳轩 ****************618 特等

张磊 ****************313 特等

叶俊杰 ****************218 一等

申佳佳 ****************219 一等

曹文轩 ****************831 一等

张志浩 ****************571 一等

张书宁 ****************516 一等

范雪莹 ****************420 一等

修华鑫 ****************112 一等

陆嘉毅 ****************110 一等

刘畅 ****************222 一等

陶思哲 ****************072 一等

刘彦辰 ****************339 二等

董千一 ****************323 二等

谭恩东 ****************516 二等

王晓琳 ****************522 二等

张文宇 ****************113 二等

高傲雪 ****************741 二等

范书畅 ****************428 二等

李鑫强 ****************371 二等

王琳 ****************302 二等

周子淋 ****************911 二等

隋子洋 ****************639 二等

徐朗赫 ****************812 二等

张晓倩 ****************227 二等

白克俭 ****************011 二等

占奥琪 ****************222 二等

李波 ****************011 二等

陶薪源 ****************019 二等

马文博 ****************017 二等

赵世晓 ****************897 二等

冀泓宇 ****************117 二等

孟祥和 ****************274 二等

邵东濛 ****************655 二等

仪传佳 ****************830 二等

刘宇嵩 ****************036 二等

王青宇 ****************536 二等

张阳 ****************974 二等

徐仁豪 ****************815 二等

吕文山 ****************039 二等

段振江 ****************519 二等

秦佳明 ****************416 二等



王君杰 ****************219 特等

穆永琦 ****************710 特等

迮流川江 ****************510 特等

郭宜心 ****************924 二等

杨昌健 ****************015 二等

李子奇 ****************519 二等

孙再武 ****************001 二等

姜滢 ****************426 一等

冀凌云 ****************537 特等

张婕妤 ****************022 二等

王昕锴 ****************038 二等

窦治江 ****************910 一等

李赢 ****************446 一等

宋嘉淳 ****************014 一等

张书源 ****************832 一等

韩业财 ****************210 二等

龙雨泽 ****************215 二等

朱滢君 ****************127 二等

夏骏宇 ****************013 二等

张旺 ****************730 二等

高向阳 ****************817 二等

白金涛 ****************714 二等

赵书萱 ****************127 二等

公示期：2022年8月23日-27日

联系人：董志伟   邮箱：dong19809@163.com
联系人：李玲     邮箱：linglimems@hit.edu.cn

联系人：汪洪源   邮箱：fountainly@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