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学生姓名 班级名称 年级 奖项名称
2016110097 刘嘉望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178 刘叶鹏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182 龙晓梅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184 李亚龙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186 唐红婷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194 张跃梁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195 邢涛涛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196 高强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197 刘瑶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01 刘艳玲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203 田爽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04 张皓 自动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14 李知徽 自动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23 刘衬清 自动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24 董家瑜 自动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226 周洋锐 自动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27 刘强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228 夏嘉伟 自动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31 王勇 自动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236 张奇峰 轨道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239 周春良 轨道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41 覃卓杰 轨道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42 黎家靖 轨道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252 陈健 轨道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281 苏博艺 轨道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284 苏昕宇 轨道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287 唐鑫 轨道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294 熊杰 轨道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295 谢兰欣 轨道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00 田富元 轨道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14 孙琳 轨道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18 田惠 轨道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322 段秋波 轨道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24 唐荣娇 轨道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327 刘金麟 轨道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30 骆科虎 轨道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31 秦欣 轨道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337 龙芳 轨道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43 雷子晨 轨道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354 冉鑫怡 轨道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62 赵建卓 计算机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366 巴俊峰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70 吴乾霆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73 邹汶材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76 肖渝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379 王桂林 计算机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80 毛慧慧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383 郑佳琪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84 刘畅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87 令雲强 计算机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90 刘文硕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392 王世坤 计算机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94 罗婷婷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397 李新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399 张晓伟 计算机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00 张珍茜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03 王亚锋 计算机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04 庞姝雯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09 次仁曲珍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12 穆万仓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17 王立琼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18 周运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19 张吉林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20 王涛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21 陶江峰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24 陈香伊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27 张晓龙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29 郭洋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41 董晓龙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42 庄琼丽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47 唐树成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48 刘康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49 王泽琦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51 康书铭 软件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62 高国彬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64 余梦麒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66 邹京汕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70 袁涛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75 谷雨龙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76 张艳东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80 陈雪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81 陈权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92 袁涛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93 白千巧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94 杨洋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495 郑小莲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96 李沁芮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97 唐禾频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498 何锦宏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499 德西曲宗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501 黄辉 通信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505 苏金领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507 崔媛媛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508 刁俊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509 陈佳文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17 武晓静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21 王紫微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522 孟萍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27 袁嘉骏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529 游钦滟 通信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33 陈有坤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534 胡明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535 唐森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38 孙海鑫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550 秦安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52 石兵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53 兰健钟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57 苏帆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561 陶海波 通信2016-03班[国]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63 魏海斌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567 张万里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569 宋晨健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71 谭庆华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76 付顺超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81 魏强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82 胥青云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83 陈旋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84 彭湖峻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85 唐大伟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586 谢朔春 电科(微电)2016-01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592 蔺芝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607 丁文成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09 舒恬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610 黄亮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12 邓杨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14 杨路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15 黎金宇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616 朱玲俐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20 李朋桂 电科(微电)2016-02班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622 王运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23 李舒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27 钟世哲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628 孙英铭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29 陆晓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30 伍绪龙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34 方名文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639 王俊超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42 文超豪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650 陈晨 物联网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51 骆敏 物联网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63 应传星 物联网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2666 郝新欣 物联网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2668 崔慧丽 物联网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74 李星 物联网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2677 斯郎卓嘎 物联网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3153 朱陈 计算机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3241 蒲京辉 软件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5060 陈文松 计算机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648 罗恒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650 焦雪莲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654 田志鹏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656 鲁家齐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661 杨宇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666 周家豪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669 林旭虎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675 郭书勤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676 幸劲松 网络2016-01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677 张海桃 网络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685 何翔龙 网络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703 边巴吉拉 网络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06 谷蕊 网络2016-02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710 刘德鸿 网络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725 魏杨洋 网络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34 安博 网络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735 段晶雅 网络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736 潘伟 网络2016-03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39 郭培鹏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48 李晶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55 赵家园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60 陈瑶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63 王茜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765 贾博文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66 马丽萍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768 李洋 网络2016-04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72 郑春皓 网络2016-05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776 宋雨昊 网络2016-05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84 肖伊 网络2016-05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792 向洪洁 网络2016-05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796 张炜翊 网络2016-05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801 李宋玲 网络2016-06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805 杨雅然 网络2016-06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6117809 姜奕竹 网络2016-06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6117813 阙蕾宇 网络2016-06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6117827 谢朝燕 网络2016-06班 2016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1549 陈钦骅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1584 徐梓芯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175 李加桥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178 缪微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182 钟昱璁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188 王圣文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189 何瑞峰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190 王阳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192 黄秋月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193 陈鑫强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194 段卓君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03 杨虎泽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204 李尚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05 郭翔宇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06 白彦鑫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209 刘祥彪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11 李焕峥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16 王杰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18 王丰源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21 侯琴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22 范心同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27 李劲松 自动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31 马见华 轨道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233 赵双月 轨道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34 李响 轨道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246 何润泽 轨道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50 李扬 轨道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59 岳翠堂 轨道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260 张家木 轨道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63 杨应成 轨道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265 成晨阳 轨道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290 李东洋 轨道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298 谭宇龙 轨道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03 郭海锟 轨道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13 汪冬梅 轨道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22 赖远航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25 田鸽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27 朱俊东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29 赵大燕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31 高轩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34 肖欣悦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35 简辉虎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36 邓思琦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39 黄欣杰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40 黄怡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45 吕国锦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47 孟洪登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48 张宇飞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50 王晴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51 王博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54 冉波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57 李思思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60 顾月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66 谢玉春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67 苏圣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68 董洁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69 谭柯龙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73 旦增旺堆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74 边巴央宗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75 艾斯凯尔·艾尔肯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80 刘泽宇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81 王敏军 计算机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83 张琦琦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84 王滔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85 籍慧鹏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386 舒顺红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88 刘权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94 刘震鑫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95 薛倩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96 谭皓星 计算机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397 韦玮隆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398 王瑶 计算机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01 张凤娇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03 朱红艳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06 蒋先达 软件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12 刘秭卿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14 陈柳琴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25 朱彤 计算机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426 敖威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27 黄哲通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32 阳俊豪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41 张波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47 王瑛娴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49 蓝芳燕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456 舒江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459 李一樊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461 周学豪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62 马慧珍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463 安泽尔·艾克热木 物联网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470 周炳东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471 江亚丽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473 王帅宇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479 张一然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81 郭璐瑶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482 张嘉琦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83 曾雨晴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84 潘才富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88 高彬翔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89 赵春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493 范博 软件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499 尹金璋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01 和牧辰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502 宋一帆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03 彭新宇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10 魏名广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13 赵鹏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15 冯伟凌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517 江超杰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19 冯姝雅 通信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26 许澳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28 金嗣东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29 刘梓锋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530 张日骁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531 苗宽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32 安欣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34 周权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43 符燚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44 徐宇新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48 王靖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50 曹景颐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51 陈高新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54 周栗弘 通信2017-02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56 王果信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557 陈志刚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73 朱进贵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74 温露雄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75 陈权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76 阳曦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78 梁珉浩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79 白玛旺扎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82 邓璐辉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584 周亮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85 张五福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86 孟国斌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590 王祺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92 马晓宝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593 李明凯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600 李怡霏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602 文源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604 黄权胜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611 孔欣杰 电科(微电)2017-01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616 郑鹏 电科(微电)2017-02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617 贾科 电科(微电)2017-02班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620 张栋 电科(微电)2017-02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2626 阳怡 电科(微电)2017-02班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2634 王垚 电科(微电)2017-02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2639 胡向理 电科(微电)2017-02班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3732 王梓帆 自动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7113788 熊辉煌 通信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7114165 石晨 计算机2017-03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7114186 王含 计算机2017-01班 2017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392 刘琛 自动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395 龙兴富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397 谢海龙 自动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398 邹童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411 宋俊波 自动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412 唐杰 自动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15 李龙裕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24 雷兴敏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425 谷华鑫 自动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434 谢子轶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442 孙诗翔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443 张小龙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44 高洁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46 王梓阳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48 祝健军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50 张露月 自动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453 孙怡平 电科(微电)2018-01班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60 张继松 轨道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470 陈思思 轨道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477 严帮帮 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78 钱薇 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80 万冬静 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82 张开元 轨道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484 刘振 轨道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496 赵盼 轨道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05 罗灏 轨道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508 刘航 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13 董能铭 轨道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28 冯佳龙 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32 车航 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37 努日曼古丽·努尔麦麦提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541 谢隆鑫 轨道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45 卢茵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47 胡永平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54 黎文涛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61 余鸿兰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68 白玛次吉 软件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69 李永刚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72 颜雨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73 徐刚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74 卢晓芳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575 王喜 软件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581 邓靖博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83 刘银凤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85 黄奥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87 李心童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590 孙志鹏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593 游佳琳 软件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595 李文华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599 次旦多吉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05 吴娜娜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06 丁宇杰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28 陈忠涵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29 刘朝博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31 崔阳阳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35 郭恩涛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36 王国军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639 陈正辉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55 王皓焱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58 邹高远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663 彭双和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65 孔亚兵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72 薛洪涛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74 黄纯峰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86 王晓亭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87 徐敬涛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89 邵飞环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692 王德媛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97 朱可仪 软件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698 谢康鹏 软件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700 宁晓阳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01 邓世豪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04 唐文欢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11 吴雨林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13 王红 计算机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717 李杰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18 赵泽雨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21 艾尔肯·阿迪力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22 田茂松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25 王杨锦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26 赵虎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727 马鑫 电科(微电)2018-01班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43 樊吉祥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44 王奕瞻 电科(微电)2018-02班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47 李高鉴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748 廖凤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749 杨科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57 冯天宗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58 王瑞燕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763 翟林帆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68 曾子龙 电科(微电)2018-02班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69 张雄 电科(微电)2018-02班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771 王佳颖 电科(微电)2018-02班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76 廖思凯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777 吴雪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78 杜康华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79 谢麟冰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793 李亚琼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806 陶坤 通信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814 孙青楠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19 李科峰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821 罗峰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822 叶正阳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23 杨家豪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30 何佳旺 电科(微电)2018-02班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39 谢星雨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842 次旺伦珠 电科(微电)2018-01班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846 郑晶丹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849 强浩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51 田仁廷 电科(微电)2018-01班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2854 姜慧宇 电科(微电)2018-01班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855 雷书绮 电科(微电)2018-01班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60 叶孟昀 通信2018-01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64 路媚珺 通信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66 钟欣瑞 通信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67 黄瑞泽 通信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2869 张瀞之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8112877 杨丽华 通信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4167 蒋琴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4362 韩飞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4553 唐新龙 通信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4785 杨佳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8115011 林涵宇 软件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5201 何雨 计算机2018-03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5301 罗佳兰 软件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5494 熊旭洲 轨道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8115646 曾涌钦 计算机2018-02班 2018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139 李聪 轨道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149 康添祥 轨道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150 肖淋 轨道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157 马义态 轨道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169 花彪 轨道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173 贾芳 轨道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182 曹东旭 轨道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187 李佳欣 轨道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192 李景宇 轨道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01 张亚军 轨道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212 彭刚 轨道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19 谢瑜婕 轨道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225 穆再排尔·伊敏托合提轨道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27 马伟元 轨道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28 柴江波 轨道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32 马东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33 陈晓烁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34 项流洪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237 姜磊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38 王雪瑶 智能(茅班)2019-01班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40 崔晋嘉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47 袁吉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49 彭露 智能(茅班)2019-01班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52 谭贤海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53 次珠石曲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254 马琛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55 娜吾沙·肖开提 计算机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60 罗一鸣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63 廖香源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65 刘占宏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66 金正阳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68 李超永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269 陈佳琪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81 魏锐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84 陈峻超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85 夏舒瑶 计算机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92 张志超 计算机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294 赵柯超 计算机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295 覃梦 计算机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02 李坦 计算机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09 汪蕴粮 计算机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12 农秉华 计算机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316 曹瑞 计算机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333 唐杰 计算机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35 倪利 智能(茅班)2019-01班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36 赵柄州 计算机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39 车晓琴 计算机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42 别禹 计算机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45 莫世彬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46 张柳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52 曹玉芹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59 贺苗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62 杨龙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65 易勇权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366 阿里木江·米热麦提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367 莎迪娅·阿力甫 计算机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72 郭俊洋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374 周雨旸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377 赵一冰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78 芦光辉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80 熊宇新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81 王萍萍 智能(茅班)2019-01班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86 杨永兴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89 蒋卓彤 智能(茅班)2019-01班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391 张逊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92 李果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393 黄娟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94 普珠扎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96 周景从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397 樊勇甫 计算机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02 车小芸 信息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06 薛寒寒 信息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407 孟千 信息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13 刁政新 信息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19 杨欣 信息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427 汤佩瑜 信息类2019-01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32 王雄 信息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436 简富瀚 信息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41 刘明杭 信息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447 姬宇璐 信息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452 杨槟瑞 信息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58 张璇 信息类2019-02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461 贺思洁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64 王春翔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65 刘泽凯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66 崔子怡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71 寇政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77 王珂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79 马姣姣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83 王林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488 王宇涛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489 杨鑫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490 李丹 信息类2019-03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504 吴婷 信息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516 周家杰 信息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521 银雪 信息类2019-04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525 刘晶 信息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542 李怡洁 信息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545 唐义炜 信息类2019-05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554 钟豪 信息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555 魏莉萍 信息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一等奖
2019112559 訾孟瑶 信息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三等奖
2019112563 周清林 信息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574 李芋霖 信息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575 张坷 信息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2019112581 卢河城 信息类2019-06班 2019 国家助学金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