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证件号码（后三位） 奖助学金等级

戴新航 ***************959 特等

豆一帆 ***************727 特等

范皓隆 ***************118 特等

贾丰豪 ***************038 特等

金翔宇 ***************773 特等

李浩达 ***************318 特等

李俊萱 ***************352 特等

李明羽 ***************796 特等

刘中孚 ***************033 特等

刘鑫 ***************217 特等

司丙麒 ***************816 特等

田霖锋 ***************713 特等

张理昊 ***************015 特等

张荣炜 ***************05X 特等

禚越 ***************01X 特等

邓简阅 ***************057 特等

程思源 ***************511 特等

郭子乾 ***************414 特等

王栎景 ***************539 特等

张彤运 ***************538 特等

王尚 ***************036 特等

闫鸿儒 ***************818 一等

王泽龙 ***************814 一等

杨俊 ***************839 一等

贾和璇 ***************334 一等

胡佳 ***************213 一等

李勃含 ***************517 一等

王岩 ***************015 一等

谢永志 ***************515 一等

李万宁 ***************913 一等

王洪耀 ***************930 一等

陶岩 ***************273 一等

李宪毅 ***************217 一等

李鑫龙 ***************099 一等

贾志波 ***************419 一等

罗腾飞 ***************439 一等

张浩南 ***************735 一等

阴佳文 ***************616 一等

孙思然 ***************245 一等

王萌 ***************389 一等

张瑞祥 ***************016 一等

汪丽 ***************046 二等

王泽璇 ***************239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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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婧 ***************22X 二等

白桂智 ***************258 二等

邓守宁 ***************828 二等

黄满意 ***************639 二等

宋思琪 ***************823 二等

车浩远 ***************010 二等

啜明月 ***************023 二等

廖泳 ***************017 二等

孙亚祥 ***************516 二等

刘鸿森 ***************257 二等

梁伟哲 ***************136 二等

潘鑫 ***************112 二等

陈翌娇 ***************323 二等

刘润函 ***************015 二等

叶会然 ***************211 二等

胡鑫颖 ***************038 二等

孟文翰 ***************612 二等

吴金亮 ***************016 二等

王天龙 ***************637 二等

于德友 ***************215 二等

甯顺路 ***************592 二等

王爽 ***************012 二等

郭彬涵 ***************026 二等

李振洋 ***************415 二等

王金鹏 ***************016 二等

邵晨龙 ***************415 二等

李佳声 ***************818 二等

马冠群 ***************03X 二等

韦庆华 ***************114 二等

任宏昭 ***************216 二等

马炬广 ***************034 二等

胡天 ***************038 二等

阎宇翔 ***************115 二等

杨光 ***************693 二等

黄欣 ***************174 二等

王福琛 ***************017 二等

陈少雄 ***************377 二等

马子豪 ***************019 二等

马志伟 ***************813 二等

石瑛尚 ***************01X 二等

管政轩 ***************018 二等

程闯 ***************518 二等

史可赛 ***************057 二等

曹旭 ***************811 二等

彭是尧 ***************017 二等

肖贝尧 ***************811 二等



郑飞 ***************210 二等

刘铭睿 ***************819 二等

周健 ***************812 二等

李丹 ***************282 二等

杜昔瑶 ***************04X 二等

窦茗博 ***************61X 二等

魏大海 ***************655 二等

吴永宽 ***************611 二等

温泽亮 ***************316 二等

于涵 ***************415 二等

李嘉益 ***************612 二等

刘章麟 ***************910 二等

邢明志 ***************712 二等

罗庚 ***************157 二等

张宏远 ***************612 二等

公示期：2022年8月 21日-25日

联系人：关老师   联系电话：18066442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