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等级 备注说明

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3 姚秋言 一等奖

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1 张亚彤 一等奖

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5 程长文 一等奖

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79 余波 一等奖

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1 刘洪俊 一等奖

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499 宫佳欣 一等奖

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3 方慧 一等奖

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9 李佳慧 一等奖

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6 陈婉璐 一等奖

1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9 辛昱鋆 一等奖

1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7 郭晓哲 一等奖

1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1 李娜 一等奖

1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4 苑凯歌 一等奖

1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5 成若瑶 二等奖

1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6 乐涛 二等奖

1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78 马雨舟 二等奖

1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9 张志康 二等奖

1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1 卢正浩 二等奖

1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6 王萌萌 二等奖

2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1 柴成亮 二等奖

2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3 潘昕晖 二等奖

2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92 付冲 二等奖

2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6 董光文 二等奖

2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5 许金亚 二等奖

2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8 陈颀周 二等奖

2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4 董艾嘉 二等奖

2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7 程浩 二等奖

2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15 李瑜 二等奖

2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497 陈家超 二等奖

3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0 卢悦 二等奖

3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7 光萍 二等奖

3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2 闵天悦 二等奖

3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13 孙俊松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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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7 张玉香 二等奖

3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91 蔡依芳 二等奖

3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4 史洋 二等奖

3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3 朱明岩 二等奖

3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4 赵兴源 二等奖

3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8 李瑞同 二等奖

4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5 张陶 二等奖

4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77 徐银铃 二等奖

4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0 陈阳 二等奖

4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6 杨盼盼 二等奖

4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7 王静茹 三等奖

4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4 俞璐 三等奖

4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7 梁哲华 三等奖

4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3 周圣英 三等奖

4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6 吴慧敏 三等奖

4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1 赵丹 三等奖

5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3 黄一英 三等奖

5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498 杜海洲 三等奖

5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5 贺欣欣 三等奖

5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90 张雷 三等奖

5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9 杜宽兵 三等奖

5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14 谭鑫媛 三等奖

5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2 黄东生 三等奖

5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2 占腾 三等奖

5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2 姚尧 三等奖

5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5 张祥磊 三等奖

6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0 栗晓雪 三等奖

6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2 段普鸽 三等奖

6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8 宋志强 三等奖

6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8 杨阳 三等奖

6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0 马明旭 三等奖

6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2 张进 三等奖

6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11 奚蓓灏 三等奖

6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496 胡翔宇 三等奖

6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8 李千 三等奖

6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3 林至锽 三等奖



7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12 蒋伟 三等奖

7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7 倪波 三等奖

7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4 葛融冰 三等奖

7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89 文雪 三等奖

7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80 王媛 三等奖

7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93 万志港 三等奖

7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94 吴笑天 三等奖

77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5 王亚新 三等奖

78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0 陈天一 三等奖

79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08 吉杰 三等奖

80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2700510 彭学桂 三等奖

81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699 刘恩博 三等奖

82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8 钱艺幻 三等奖

83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2 汪刚 三等奖

84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01 罗峦 三等奖

85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570476 胡真豪 三等奖

86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193780714 燕楠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