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级拟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情况一览表
序号 等级 学号 姓名 学院
1 一等 2160110106 钱明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 一等 2160110104 张瑶瑶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 一等 2160140104 刘亚萍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 一等 2160210109 秦国威 电气工程学院
5 一等 2160210105 杜闪闪 电气工程学院
6 一等 2160420105 滕雪刚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7 一等 2160440101 张昊楠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8 一等 2160470102 汪建飞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9 一等 2160440103 秦宝雨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 一等 2160470101 刁梅梅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1 一等 2160440102 姚巧凤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2 一等 2160510103 余长婧 管理工程学院
13 一等 2160620118 梅旸 艺术学院
14 一等 2160610101 石英婷 艺术学院
15 一等 2160610106 童仁杰 艺术学院
16 一等 2160610102 何健 艺术学院
17 一等 2160620104 闫淑心 艺术学院
18 一等 2160710103 宣东东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19 一等 2160810101 于曼 数理学院
20 一等 2160820101 孔焕 数理学院
21 一等 2160810103 王伟 数理学院
22 一等 2161220103 朱蕾 人文学院
23 一等 2161110103 蔡齐齐 外国语学院
24 一等 2161310103 吴胜儿 体育学院
25 一等 2161620102 尹楠 马克思主义学院
26 一等 2161620104 吴芳芳 马克思主义学院
27 二等 2160110105 赵永涛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8 二等 2160110102 闫志超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9 二等 2160110101 石鑫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0 二等 2160130102 徐增伟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1 二等 2160120101 王锁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2 二等 2160110107 钱乘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3 二等 2160140102 文阁玲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4 二等 2160140105 金孝君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5 二等 2160140103 任黎明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6 二等 2160210106 沈玉真 电气工程学院
37 二等 2160210108 孟一博 电气工程学院
38 二等 2160210111 童英 电气工程学院
39 二等 2160210110 徐伟凡 电气工程学院
40 二等 2160210103 汝改革 电气工程学院
41 二等 2160210102 王均 电气工程学院
42 二等 2160310101 徐晶晶 纺织服装学院
43 二等 2160410103 乔茜茜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44 二等 2160430101 余飞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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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二等 2160410107 杨瑾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46 二等 2160410110 张驰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47 二等 2160410101 丁秀敏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48 二等 2160470104 高亮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49 二等 2160410109 张旭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0 二等 2160410106 杨蒙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1 二等 2160410113 管冠宇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2 二等 2160420101 李海军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3 二等 2160450101 查飞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4 二等 2160430103 葛芸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5 二等 2160450102 姚远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6 二等 2160410105 刘宁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7 二等 2160410102 王路瑶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8 二等 2160520101 王鹏 管理工程学院
59 二等 2160520104 童萍 管理工程学院
60 二等 2160520102 汪琨 管理工程学院
61 二等 2160520103 夏璇 管理工程学院
62 二等 2160620107 何璇 艺术学院
63 二等 2160620106 李佳倩 艺术学院
64 二等 2160620111 陈孝楠 艺术学院
65 二等 2160610104 郝一泓 艺术学院
66 二等 2160620120 鲁涛 艺术学院
67 二等 2160610103 汪晟 艺术学院
68 二等 2160620110 张宇 艺术学院
69 二等 2160620109 汪丹 艺术学院
70 二等 2160620105 江佳欣 艺术学院
71 二等 2160620112 陈菊萍 艺术学院
72 二等 2160620108 佘劭农 艺术学院
73 二等 2160610105 蒋妍 艺术学院
74 二等 2160620116 姚偌嫕 艺术学院
75 二等 2160710102 张强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76 二等 2160820106 徐汉亭 数理学院
77 二等 2160810108 傅立群 数理学院
78 二等 2160810102 王刚 数理学院
79 二等 2160820105 苑伟杰 数理学院
80 二等 2160820103 余鹏 数理学院
81 二等 2160820104 张二姚 数理学院
82 二等 2160820102 杨珊珊 数理学院
83 二等 2161220101 卫雨婷 人文学院
84 二等 2161220102 王羽栋 人文学院
85 二等 2161110102 胡茜茜 外国语学院
86 二等 2161310105 张昱昊 体育学院
87 二等 2161310101 支彤彤 体育学院
88 二等 2161310102 江超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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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二等 2161310104 汪朝阳 体育学院
90 二等 2161010102 吴昊 建筑工程学院
91 二等 2161620105 张永霞 马克思主义学院
92 二等 2161610102 李北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93 二等 2161610103 谈丽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94 二等 2161620103 许磊 马克思主义学院
95 三等 2160120102 金标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96 三等 2160120103 雷传杰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97 三等 2160110103 宋双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98 三等 2160140106 周贝贝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99 三等 2160140101 王坚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0 三等 2160210101 王飞 电气工程学院
101 三等 2160210107 季乐乐 电气工程学院
102 三等 2160210104 苏二虎 电气工程学院
103 三等 2160420102 余飞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4 三等 2160420103 秦明星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5 三等 2160410104 任鹏飞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6 三等 2160470103 张孟雪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7 三等 2160410112 童秦怡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8 三等 2160410108 余茂元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9 三等 2160410111 舒旭晨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10 三等 2160420104 黄步设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11 三等 2160430102 周雪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12 三等 2160510101 杜忠成 管理工程学院
113 三等 2160510102 李鹤 管理工程学院
114 三等 2160620101 王天其 艺术学院
115 三等 2160620115 胡敏嘉 艺术学院
116 三等 2160620103 刘雅文 艺术学院
117 三等 2160620113 周盼 艺术学院
118 三等 2160620114 胡成凤 艺术学院
119 三等 2160620119 董羽 艺术学院
120 三等 2160620102 王海棠 艺术学院
121 三等 2160620117 晏超 艺术学院
122 三等 2160710104 曹阿龙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123 三等 2160810106 陈倩 数理学院
124 三等 2160810105 张繁红 数理学院
125 三等 2160810107 赵凯 数理学院
126 三等 2160810104 王照 数理学院
127 三等 2161220104 蒋一格 人文学院
128 三等 2161110101 周诗敏 外国语学院
129 三等 2161310107 洪艳 体育学院
130 三等 2161310106 陈骏 体育学院
131 三等 2161620107 曾雪瑾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2 三等 2161620101 王来凤 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