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专业 学号 姓名 奖学金等级
1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9 黄伟 一等
2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0 孙逸帆 一等
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33 刘靖孜 一等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8 冯佳琪 一等
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1 戎小玉 一等
6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14 高壮 二等
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3 魏满舟 二等
8 软件工程 212320546 熊飞燕 二等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8 曹徐 二等
10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7 马秋怡 二等
11 软件工程 212320534 张磊军 二等
12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0 胡江婧 二等
13 软件工程 212320536 刘新宇 二等
14 软件工程 212320538 侍昌莲 二等
15 软件工程 212320537 刘自杰 二等
16 软件工程 212320547 吴宾宾 二等
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1 祖传业 二等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31 钟露 二等
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4 顾凯 二等
20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99 翟雨欣 二等
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3 余萍萍 二等
22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3 孟祥龙 二等
23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1 黄雪阳 二等
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7 温盼盼 二等
25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95 姜艺媛 二等
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7 周熠 二等
27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3 吉莉 二等
28 软件工程 212320545 桑健 二等
29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92 刘航 二等
30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1 胡龙娇 二等
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06 徐美琪 二等
3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32 黄超 二等
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0 王晓 二等
34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4 沈洁宇 二等
35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8 刘世新 二等
36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12 张正旭 二等
37 软件工程 212320556 黄义宸 二等
38 软件工程 212320557 刘雪林 二等
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0 葛召远 二等
40 软件工程 212320553 赵凡 二等
41 软件工程 212320554 李昊洋 二等
42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91 梅海闽 三等
43 软件工程 212320544 马德草 三等
44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6 熊重驰 三等
45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5 李相霏 三等
46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10 冷浩 三等
47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2 汪少平 三等
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2 朱飞宇 三等
49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4 符帅 三等
50 软件工程 212320539 张爱明 三等
51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6 李亭 三等
52 软件工程 212320549 季琳 三等
53 软件工程 212320552 赵政 三等
54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13 李林 三等
55 软件工程 212320550 王益飞 三等
5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2 王纪尧 三等
57 软件工程 212320542 陆文韬 三等
58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0 陈香玉 三等
59 软件工程 212320551 吴鹏飞 三等
60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9 颜勇 三等
61 软件工程 212320535 董一萍 三等
62 软件工程 212320543 杨毅铭 三等
6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07 黄俊杰 三等
6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05 陈泽坤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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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7 许祥 三等
66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2 宋琦 三等
67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1 唐寅 三等
6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4 李钊宇 三等
69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68 刘哲宇 三等
70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2 孙阳 三等
71 软件工程 212320548 钱金明 三等
7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9 李硕 三等
7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08 谢国晨 三等
74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93 颜欣荣 三等
75 软件工程 212320555 盛萱妍 三等
7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03 桂旭敏 三等
77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7 钱洋洋 三等
78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90 孙浩 三等
7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6 盖祺凯 三等
80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3 李全全 三等
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9 陈逸飞 三等
82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78 王紫祎 三等
8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15 高煜杰 三等
8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04 傅名智 三等
85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4 葛聪 三等
86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66 史鑫陶 三等
87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11 黄鹏辉 三等
8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09 陈宇航 三等
89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8 刘吉金 三等
9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260525 吴宗泽 三等
91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809 李哲 三等
92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67 车俊俊 三等
93 电子信息硕士 213330786 丁楠峰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