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 已获奖项

1 林荷凤 0121901100531 材科1903 德福特一等

2 张海韵 0121901101530 新能源1901 德福特一等

3 顾熠涵 0122001101513 复材2002 德福特一等

4 李昊翔 0122001100103 高分子2001 德福特一等

5 杨博文 0122101101222 复材2102 德福特一等

6 许书铭 0122101100409 高分子2101 德福特一等

7 邓芷盈 0121901100832 复材1902 德福特二等

8 彭琪越 0121901101133 复材1902 德福特二等

9 李丽 0121901100733 高分子1901 德福特二等

10 龙柢瑾 0121901101236 高分子1902 德福特二等

11 蒙泽锐 0121901101505 高分子1902 德福特二等

12 黄泺 0121901101130 高分子1902 德福特二等

13 郭昕宸 0122001100627 复材2001 德福特二等

14 欧阳倪 0122001101032 复材2002 德福特二等

15 邓雨轩 0122001100732 复材2002 德福特二等

16 饶晨蓓 0122001100132 高分子2001 德福特二等

17 赵泽佳 0122001100106 高分子2001 德福特二等

18 王呈波 0122001100921 高分子2002 德福特二等

19 彭亮斌 0122101100203 复材2101 德福特二等

20 吴晓璐 0122101100535 复材2101 德福特二等

21 汤一凡 0122101100630 复材2101 德福特二等

22 黄浩然 0122101100920 高分子2102 德福特二等

23 魏欣怡 0122101101434 高分子2102 德福特二等

24 徐钢浩 0122101100919 高分子2102 德福特二等

25 冯啟冰 0122001101004 材化2001 海涛奖学金

26 李阿倩 0122001100235 材科2001 海涛奖学金

27 许红霞 0122001100135 材科2001 海涛奖学金

28 徐添 0122001101128 材物2001 海涛奖学金

29 杨志富 0122001101426 复材2002 海涛奖学金

30 刘志健 0122001101021 高分子2002 海涛奖学金

31 赵玉婧 0122001080342 成型zy2001 海涛奖学金

32 周聪 0122001080335 成型2003 海涛奖学金

33 杜玉 0122101100537 材科2101 海涛奖学金

34 谢星宇 0122101101304 材科2106 海涛奖学金

35 王昭阳 0122101101103 材物2101 海涛奖学金

36 赵顺鑫 0122101100510 复材2101 海涛奖学金



37 王凯文 0122101100524 复材2101 海涛奖学金

38 杨阔 0122101101107 高分子2102 海涛奖学金

39 韦连珍 0122101101031 高分子2102 海涛奖学金

40 张艺莹 0122101100335 无机非2101 海涛奖学金

41 肖华帆 0121901100323 材科1903 华新水泥一等

42 孙瑞良 0122001100407 无机非2001 华新水泥一等

43 崔瀛 0121907780132 材化1901 华新水泥二等

44 蔡延保 0122001101118 无机非2002 华新水泥二等

45 陈雪悦 0122101100930 无机非2102 华新水泥二等

46 杨超越 0121901101134 材科1904 华新水泥三等

47 洪迦楠 0122001100725 材科2006 华新水泥三等

48 陈俊杰 0122101100105 材科2105 华新水泥三等

49 刘珊麟 0121901100718 材化1901 华友钴业一等

50 刘奇 0121911360217 材科1904 华友钴业二等

51 曾祥辉 0121901100116 材科1905 华友钴业三等

52 洪祥 0121901100519 无机非1901 昆仑新材料

53 姚时俊 0121901100534 无机非1901 昆仑新材料

54 吕靖 0121901080124 材科1905 昆仑新材料

55 鲁琴 0122001101132 材科2005 昆仑新材料

56 韦筱颖 0121801100130 无机非2001 昆仑新材料

57 袁亚男 0122001101136 无机非2001 昆仑新材料

58 郑亦璇 0122001101034 无机非2002 昆仑新材料

59 游雨乐 0122101080310 材科2105 昆仑新材料

60 陈健 0122101101303 材科2106 昆仑新材料

61 周钰皓 0122101100921 无机非2102 昆仑新材料

62 臧骆飞 0122001100404 无机非2001 朗达奖学金

63 胡争宏 0122001101529 无机非2002 朗达奖学金

64 丁明 0121901100606 无机非1901 朗达奖学金

65 王亮 0121901101027 无机非1902 朗达奖学金

66 马奔阳 0121901100626 复材1901 利德尔一等

67 谭佳辉 0122001101420 复材2002 利德尔一等

68 陶青 0121901100537 高分子1901 利德尔二等

69 张春妹 0122101100431 高分子2101 利德尔二等

70 方旭 0122001101221 高分子2002 利德尔二等

71 李龙阳 0121901101309 复材1902 利德尔三等

72 牛草源 0121901100332 高分子1901 利德尔三等

73 芦珂欣 0122101100436 复材2101 利德尔三等

74 马文萌 0122101101536 高分子2102 利德尔三等

75 程鹏 0122001100305 复材2001 利德尔三等



76 张柏芝 0122001101133 高分子2002 利德尔三等

77 李成亮 0122001101321 材化2001 联洋新材一等

78 刘屹檬 0122001101405 材科2002 联洋新材一等

79 范俊杰 0122101101024 新能源2101 联洋新材一等

80 刘坤 0122001100812 材物2001 联洋新材二等

81 孙佳聪 0122001080330 成型2003 联洋新材二等

82 张童尧 0122001100427 新能源2001 联洋新材二等

83 杨秉硕 0122101100618 材科2101 联洋新材二等

84 惠宇恒 0122101101108 材科2102 联洋新材二等

85 王子扬 0122101100104 新能源2101 联洋新材二等

86 张佳旺 0121901080231 成型1902 联洋新材三等

87 杨智芯 0121901080345 成型1903 联洋新材三等

88 张昊男 0121901080312 成型1903 联洋新材三等

89 张幸玉 0121901080344 成型1903 联洋新材三等

90 蒋昕捷 0121901080147 成型zy1901 联洋新材三等

91 熊清碧 0121901080329 成型zy1901 联洋新材三等

92 罗英英 0121901080245 成型zy1901 联洋新材三等

93 闫洁 0121901080339 成型zy1901 联洋新材三等

94 孙悦彤 0121901100136 材科1903 联洋新材三等

95 石欣逾 0121908890232 材科1903 联洋新材三等

96 吴宇杰 0121901101020 材科1904 联洋新材三等

97 程斐扬 0122001100635 材化2001 联洋新材三等

98 王慧 0122001101033 材物2001 联洋新材三等

99 邢鸣峰 0122001100927 材物2001 联洋新材三等

100 王骜 0122001080110 成型zy2001 联洋新材三等

101 别士浩 0122001080217 成型zy2001 联洋新材三等

102 王勇 0122001100804 新能源2001 联洋新材三等

103 张傲洋 0122101080408 材化2101 联洋新材三等

104 刘彦含 0122101100536 材物2101 联洋新材三等

105 金向阳 0122101080314 成型2102 联洋新材三等

106 杨玉婷 0122101080427 成型zy2101 联洋新材三等

107 李照天 0122101080405 成型zy2101 联洋新材三等

108 刘怡 0122101101131 新能源2101 联洋新材三等

109 裴寒宁 0122101100432 新能源2101 联洋新材三等

110 张锐 0122001101403 无机非2002 蒙娜丽莎一等

111 田佳航 0121901101122 无机非1902 蒙娜丽莎一等

112 孙黎 0122101100933 无机非2102 蒙娜丽莎一等

113 樊文婧 0121901100132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二等

114 胡悦娟 0121901100736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二等



115 肖思茹 0122101100331 无机非2101 蒙娜丽莎二等

116 赵莉红 0122101100936 无机非2102 蒙娜丽莎二等

117 冯紫玉 0122001101534 材科2006 蒙娜丽莎二等

118 雷辰 0122001101018 无机非2002 蒙娜丽莎二等

119 张泽同 0122001100729 材科2006 蒙娜丽莎三等

120 吴畏 0122001100424 无机非2001 蒙娜丽莎三等

121 陈海庆 0122001101512 无机非2002 蒙娜丽莎三等

122 王雨心 0121901100533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三等

123 黄贵麟 0121901101306 无机非1902 蒙娜丽莎三等

124 黄启帅 0121901101509 材科1906 蒙娜丽莎三等

125 林博栩 0122101101202 材科2106 蒙娜丽莎三等

126 王映祥 0122101100702 无机非2101 蒙娜丽莎三等

127 潘王翔 0122101100729 无机非2101 蒙娜丽莎三等

128 石子飞 0121901100808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29 李佳音 0121901100636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0 田浩 0121901100119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1 石泽涛 0121901100326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2 姚晓洁 0121901100236 无机非19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3 郭焘 0121901101118 无机非1902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4 赵梽浩 0121901100409 材科1905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5 梁晓宁 0121908880105 材科1906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6 宋奔 0121901101301 材科1906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7 赵悦 0121901101034 材科1906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8 方字海 0122001100419 材科2005 蒙娜丽莎助学金

139 戴璠宇 0122001100510 材科2005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0 王帅 0122001100528 材科2005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1 吕福平 0122001100503 无机非20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2 陈杰 0122001100511 无机非20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3 胡毅 0122001100919 无机非20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4 张鑫午 0122001100928 无机非20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5 王永琪 0122001100803 无机非20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6 刘圣朝 0122001101026 无机非2002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7 王鑫铭 0122001080227 成型2003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8 乔薪颖 0122101100136 材化21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49 李静 0122101101235 材化21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0 彭启钊 0122101100530 材科2105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1 罗运康 0122101100514 材物21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2 贾瑞婷 0122101080132 成型zy21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3 杨巧 0122101101331 复材2102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4 杨叶禄 0122101100705 无机非2101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5 钱健伟 0122101101505 无机非2102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6 陈晓东 0122101101522 无机非2102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7 李鑫 0122101101428 无机非2102 蒙娜丽莎助学金

158 张子芯 0121901100637 复材1901 上纬一等

159 周子珺 0121901101532 复材1902 上纬一等

160 郑梦洁 0121901101534 复材1902 上纬一等

161 夏丽 0122101101134 复材2102 上纬一等

162 李子涵 0122101101412 复材2102 上纬一等

163 南金航 0122101101414 复材2102 上纬一等

164 文兴宇 0122001100612 复材2001 上纬一等

165 郝晨 0122001101526 复材2002 上纬一等

166 窦北极 0122001100922 复材2002 上纬一等

167 夏颖 0121901100235 复材1901 上纬二等

168 李楠 0121901100704 复材1901 上纬二等

169 赵都 0121901100115 复材1901 上纬二等

170 吴佳洛 0121901100432 复材1901 上纬二等

171 王军 0121901100501 复材1901 上纬二等

172 潘佳鑫 0121901100327 复材1902 上纬二等

173 魏超 0122101100509 复材2101 上纬二等

174 何晰璇 0122101100234 复材2101 上纬二等

175 甘宇扬 0122101100516 复材2101 上纬二等

176 陈望 0122101100304 复材2101 上纬二等

177 陈泽宇 0122101100829 复材2102 上纬二等

178 郭子辰 0122101101410 复材2102 上纬二等

179 任树信 0122001100128 复材2001 上纬二等

180 黎浩 0122001100411 复材2001 上纬二等

181 陈辉 0122001100123 复材2001 上纬二等

182 肖涵研 0122001101336 复材2002 上纬二等

183 艾志豪 0122001100727 复材2002 上纬二等

184 刘腾骏 0122001100718 复材2002 上纬二等

185 李成 0122001101304 复材2002 上纬二等

186 蒋宇 0122001101323 复材2002 上纬二等

187 梁文杰 0122001101003 材科2006 铁壁虎奖学金

188 李帅康 0121801100827 无机非2002 铁壁虎奖学金

189 黄康平 0122001101233 无机非2002 铁壁虎奖学金

190 杨融 0122001101030 无机非2002 铁壁虎奖学金

191 杜佳航 0122001101522 无机非2002 铁壁虎奖学金

192 吴胜英 0121901100831 无机非2002 铁壁虎奖学金



193 方逸松 0122001101514 无机非2002 铁壁虎奖学金

194 刘星 0121901101013 无机非1902 铁壁虎奖学金

195 邹义芳 0121901101137 无机非1902 铁壁虎奖学金

196 冯臻昊 0122101100120 无机非2101 铁壁虎奖学金

197 陈明 0121901101336 复材1902 威海光威

198 杨文杰 0121901100422 高分子1901 威海光威

199 陈子龙 0121901101219 高分子1902 威海光威

200 周晓萌 0121901101231 高分子1902 威海光威

201 刘子涵 0121901101531 高分子1902 威海光威

202 靳梦宁 0122001100534 复材2001 威海光威

203 张海湖 0122001100116 复材2001 威海光威

204 周航 0122001100801 高分子2001 威海光威

205 袁苓溪 0122001100533 高分子2001 威海光威

206 罗鸿昊 0122001100618 高分子2001 威海光威

207 施展 0122101100202 复材2101 威海光威

208 姬亦杰 0122101101308 复材2102 威海光威

209 秦泽宇 0122101100226 高分子2101 威海光威

210 周瑞 0122101101421 高分子2102 威海光威

211 郑习文 0122101101417 高分子2102 威海光威

212 余志恒 0121901080201 成型1903 闻泰科技

213 成晓雷 0121901080234 成型zy1901 闻泰科技

214 龙新阳 0121901080236 材科1904 闻泰科技

215 邓涛 0122020390110 材科2001 闻泰科技

216 陈春萌 0122001101536 材科2004 闻泰科技

217 何榕珊 0122001100230 材物2001 闻泰科技

218 周鹏杰 0122001080228 成型zy2001 闻泰科技

219 李義政 0122101100102 材化2101 闻泰科技

220 王凝雨 0122017570621 材物2101 闻泰科技

221 王梓丞 0122101080417 成型zy2101 闻泰科技

222 游雪梅 0122001100233 材化2001 新威奖学金

223 杨昊轩 0122001100224 材化2001 新威奖学金

224 曾婷 0122001100931 新能源2001 新威奖学金

225 张芷嫣 0122101080431 材科2102 新威奖学金

226 何永辉 0122101101027 材物2101 新威奖学金

227 吴文迪 0122101101004 新能源2101 新威奖学金

228 徐靖阳 0121908910517 材化1901 新威奖学金

229 银栖麟 0121901101317 材物1901 新威奖学金

230 熊昊 0121901100421 新能源1901 新威奖学金

231 熊慧明 0122101100517 复材2101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2 张丁亮 0122101101301 复材2102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3 李宁 0122101100237 高分子2101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4 张世伟 0121901100509 复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5 刘帅 0121901101230 复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6 李箫羽 0121901101131 复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7 薛帅 0122001101205 复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8 陈涛 0122001100519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39 石宜欣 0122001100434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一等

240 罗钟梧 0122101100718 复材2102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1 杜佳芯 0122101100836 高分子2102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2 徐佳鑫 0122101101234 高分子2102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3 周丽 0121901101232 复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4 董宇霄 0121901100514 复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5 史亦飞 0121901100507 复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6 陈栩铭 0121901101104 复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7 夏唯宜 0121901101014 高分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8 施振宇 0122001100217 复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49 卢尚贤 0122001100818 复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50 陈梦瑶 0122001100430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51 刘亚宁 0122001101320 高分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二等

252 韩雅璇 0122101100235 复材21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53 赵鹏 0122101101018 复材21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54 吴娇 0122101100931 复材21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55 薛煜瑞 0122101100336 高分子21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56 黄乃豪 0122101100429 高分子21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57 唐茂寒 0122101100430 高分子21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58 樊宇贤 0122101100411 高分子21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59 杨楚涵 0122101101430 高分子21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0 盛诗琴 0121901100234 复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1 丁涛 0121901100713 复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2 朱祖康 0121901100316 复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3 王聪 0121901101235 高分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4 邓薇 0121901100734 高分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5 王小芳 0121901100732 高分子19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6 蔡晓爽 0121901101331 高分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7 夏传杰 0121901100230 高分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8 熊心怡 0121901100833 高分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69 邹欣妍 0121901101533 高分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0 肖子煜 0121901101033 高分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1 李廷雪 0121901101135 高分子19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2 张林威 0122001100216 复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3 袁承繁 0122001101413 复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4 于明泽 0122001100522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5 柯怀玉 0122001100311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6 谭琪麟 0122001100329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7 周杰 0122001100105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8 张涵 0122001100133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79 田锐 0122001100711 高分子2001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80 吴佳飞 0122001101414 高分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81 廖家强 0122001100907 高分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82 杨杨波 0122001101418 复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83 秦思源 0122001101525 复材2002 亚唯·复材校友三等

284 徐昌明 0122001101528 材科2006 永能奖学金

285 高闻铎 0122001080225 材科2006 永能奖学金

286 陈悦纯 0122001100530 无机非2001 永能奖学金

287 覃姝玥 0122001101231 无机非2002 永能奖学金

288 苏政明 0121901100205 无机非1901 永能奖学金

289 陈宜新 0121901101408 无机非1902 永能奖学金

290 杨聪 0121901100929 材科1905 永能奖学金

291 何思 0121901101432 材科1906 永能奖学金

292 袁惠民 0122101100901 材科2105 永能奖学金

293 童秋璇 0122101100334 无机非2101 永能奖学金

294 姜云超 0122101100724 无机非2101 永能奖学金

295 陈武帝 0122101101316 无机非2102 永能奖学金

296 陈晓旺 0121901100410 无机非1901 永能助学金

297 吴银冲 0121901100106 材科1905 永能助学金

298 胡凡 0121901100925 材科1905 永能助学金

299 朱佩明 0121901101022 材科1906 永能助学金

300 王坤 0122001101527 无机非2002 永能助学金

301 史春雨 0122001100934 无机非2001 永能助学金

302 邓扬政 0122001100923 无机非2001 永能助学金

303 龙家乐 0122001101108 无机非2002 永能助学金

304 李航 0122101101227 材科2106 永能助学金

305 欧林恒 0122101100101 无机非2101 永能助学金

306 苏小强 0122101101223 无机非2102 永能助学金

307 牟万鹏 0122101101312 无机非2102 永能助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