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项奖奖项 学号 姓名 学院

1 创新创业奖 MZ2107123 潘星宇 法学院

2 创新创业奖 MG2002103 刘媛慧 会计学院

3 创新创业奖 MG2006114 陆静 经济学院

4 创新创业奖 MG2006126 袁祥胜 经济学院

5 创新创业奖 MZ2106107 施少华 经济学院

6 创新创业奖 MG2108101 苏琪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7 创新创业奖 MZ2009133 周晓文 信息工程学院

8 创新创业奖 MZ2101235 徐頔 政府审计学院

9 科学研究奖 MG2007103 崔子煜 法学院

10 科学研究奖 MG2007119 张枫波 法学院

11 科学研究奖 MG2004106 李成星 公共管理学院

12 科学研究奖 MG2104123 邢俊翼 公共管理学院

13 科学研究奖 MG2002108 徐怀宁 会计学院

14 科学研究奖 MG2102110 卞子咏 会计学院

15 科学研究奖 MG2102111 李潇琦 会计学院

16 科学研究奖 MZ2102211 徐雯 会计学院

17 科学研究奖 MG2105105 刘梦娜 金融学院

18 科学研究奖 MG2105106 汤鑫伟 金融学院

19 科学研究奖 MG2006128 赵梓衡 经济学院

20 科学研究奖 MG2106123 马皓巍 经济学院

21 科学研究奖 MZ2106128 刘于山 经济学院

22 科学研究奖 MZ2103111 方安然 商学院

23 科学研究奖 MG2108126 闫舒婷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24 科学研究奖 MG2108127 刘永恒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25 科学研究奖 MG2009113 王瑞浩 信息工程学院

26 科学研究奖 MG2009114 王文珏 信息工程学院

27 科学研究奖 MG2001102 郭磊 政府审计学院

28 科学研究奖 MG2001105 李瑶 政府审计学院

29 科学研究奖 MG2001113 张钰娟 政府审计学院

30 科学研究奖 MG2101117 袁璐 政府审计学院

31 科学研究奖 MZ2101104 李睿 政府审计学院

32 科学研究奖 MZ2101110 席颖俊 政府审计学院

33 科学研究奖 MZ2101241 杨焯越 政府审计学院

34 科学研究奖 MG2006113 刘志远 经济学院

35 科学研究奖 MZ2106116 王瑞初 经济学院

36 课程学习奖 MG2007110 孔玲 法学院

37 课程学习奖 MG2107108 王晨明 法学院

38 课程学习奖 MZ2007116 王艳美 法学院

39 课程学习奖 MZ2107108 时珂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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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课程学习奖 MZ2107203 柴亚琪 法学院

41 课程学习奖 MG2004105 郭啸 公共管理学院

42 课程学习奖 MG2104113 黄蕾 公共管理学院

43 课程学习奖 MG2002104 罗丹 会计学院

44 课程学习奖 MG2102104 陈舒婷 会计学院

45 课程学习奖 MZ2102135 周可可 会计学院

46 课程学习奖 MZ2102249 郭瑞琪 会计学院

47 课程学习奖 MG2105110 卿雨茜 金融学院

48 课程学习奖 MZ2105115 吴金洋 金融学院

49 课程学习奖 MG2006112 刘晶 经济学院

50 课程学习奖 MG2006115 庞文哲 经济学院

51 课程学习奖 MG2006208 贾宝万 经济学院

52 课程学习奖 MG2006229 张弘 经济学院

53 课程学习奖 MG2106125 王筱娴 经济学院

54 课程学习奖 MG2008125 张蕾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55 课程学习奖 MG2108121 吴昕磊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56 课程学习奖 MZ2108108 汪菁菁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57 课程学习奖 MG2109121 周婷 信息工程学院

58 课程学习奖 MZ2009107 季昱彤 信息工程学院

59 课程学习奖 MZ2109119 范绮梦 信息工程学院

60 课程学习奖 MG2001112 张慧汶 政府审计学院

61 课程学习奖 MG2101105 周正义 政府审计学院

62 课程学习奖 MZ2101106 潘悦 政府审计学院

63 课程学习奖 MZ2101416 杨铭 政府审计学院

64  课程学习奖 MZ2107208 陈玉昕 法学院

65 社会实践奖 MG2104128 陈晓娴 公共管理学院

66 社会实践奖 MG2103102 夏雨欣 商学院

67 社会实践奖 MG2007118 张陈雨 法学院

68 社会实践奖 MG2107107 朝洛蒙 法学院

69 社会实践奖 MZ2129402 王心怡 工程审计学院

70 社会实践奖 MZ2129407 黎妍 工程审计学院

71 社会实践奖 MG2004103 邓浩宇 公共管理学院

72 社会实践奖 MG2104114 普茜 公共管理学院

73 社会实践奖 MG2002105 钱驾佳 会计学院

74 社会实践奖 MZ2102117 刘闯将 会计学院

75 社会实践奖 MZ2102204 许茹芸 会计学院

76 社会实践奖 MZ2102234 张茜 会计学院

77 社会实践奖 MG2005104 付小倩 金融学院

78 社会实践奖 MG2005108 张倩 金融学院

79 社会实践奖 MG2006105 冯受秦 经济学院

80 社会实践奖 MG2006219 王京京 经济学院

81 社会实践奖 MG2106132 鲁诗涵 经济学院

82 社会实践奖 MG2106231 王怡静 经济学院



83 社会实践奖 MZ2106118 王磊 经济学院

84 社会实践奖 MG2103101 石光宇 商学院

85 社会实践奖 MG2103106 李超 商学院

86 社会实践奖 MZ2003114 周坤 商学院

87 社会实践奖 MZ2003115 朱一凡 商学院

88 社会实践奖 MG2008105 陈福兴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89 社会实践奖 MG2008111 李新尧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90 社会实践奖 MG2108118 王珏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91 社会实践奖 MZ2108123 吴雨雯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92 社会实践奖 MG2009106 顾秀莲 信息工程学院

93 社会实践奖 MZ2109104 高兴宇 信息工程学院

94 社会实践奖 MG2001104 李文钰 政府审计学院

95 社会实践奖 MG2101109 方毅峰 政府审计学院

96 社会实践奖 MG2101115 李雨琛 政府审计学院

97 社会实践奖 MZ2101323 秦心恬 政府审计学院

98 社会实践奖 MZ2101346 罗柔 政府审计学院

99 社会实践奖 MZ2101428 丁玲 政府审计学院

100 社会实践奖 MZ2101435 艾陆佳 政府审计学院

101 特殊贡献奖 MG2009112 王镜宇 信息工程学院

102 特殊贡献奖 MG2009116 吴贞如 信息工程学院

103 文体活动奖 MG2107119 郭宁峰 法学院

104 文体活动奖 MZ2007102 戴春芮 法学院

105 文体活动奖 MZ2107106 周倩 法学院

106 文体活动奖 MZ2107116 柯锟 法学院

107 文体活动奖 MG2004120 薛丞良 公共管理学院

108 文体活动奖 MZ2102138 孙彤 会计学院

109 文体活动奖 MG2105103 李匡义 金融学院

110 文体活动奖 MG2006206 葛逸峰 经济学院

111 文体活动奖 MG2106112 梁祎晨 经济学院

112 文体活动奖 MG2106126 潘锐 经济学院

113 文体活动奖 MZ2106141 谭鹏颐 经济学院

114 文体活动奖 MG2103114 陈赵雨 商学院

115 文体活动奖 MZ2103102 郭鹏宇 商学院

116 文体活动奖 MG2008113 林佳男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17 文体活动奖 MZ2108143 刘阳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18 文体活动奖 MG2009119 张宇博 信息工程学院

119 文体活动奖 MG2109118 芮啟建 信息工程学院

120 文体活动奖 MZ2101214 袁泓阳 政府审计学院

121 文体活动奖 MZ2101325 王歆柔 政府审计学院

122 文体活动奖 MZ2101328 黄曾强 政府审计学院

123 文体活动奖 MZ2101436 覃慧红 政府审计学院

124 学科竞赛奖 MZ2107124 徐雯 法学院

125 学科竞赛奖 MZ2107127 谢志伟 法学院



126 学科竞赛奖 MG2004123 张淑缘 公共管理学院

127 学科竞赛奖 MG2002107 王月丽 会计学院

128 学科竞赛奖 MZ2105140 衡元杰 金融学院

129 学科竞赛奖 MZ2105145 付千喜 金融学院

130 学科竞赛奖 MG2108114 崔严岩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31 学科竞赛奖 MZ2108103 顾梁宇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32 学科竞赛奖 MG2001908 李昊 信息工程学院

133 学科竞赛奖 MG2009101 毕作琳 信息工程学院

134 学科竞赛奖 MG2101114 唐雪梅 政府审计学院

135 学科竞赛奖 MZ2101107 吕林 政府审计学院

136 学科竞赛奖 MZ2101238 姚雅婷 政府审计学院

137 学科竞赛奖 MZ2101304 严子湫 政府审计学院

138 组织管理奖 MG2007111 李欣芮 法学院

139 组织管理奖 MZ2107207 俞晓婷 法学院

140 组织管理奖 MZ2107211 杨书香 法学院

141 组织管理奖 MG2004101 曹听秋 公共管理学院

142 组织管理奖 MG2004112 田宇楠 公共管理学院

143 组织管理奖 MG2004126 朱睿 公共管理学院

144 组织管理奖 MG2002106 王玉红 会计学院

145 组织管理奖 MG2102107 朱震 会计学院

146 组织管理奖 MZ2102219 王天贝 会计学院

147 组织管理奖 MZ2102226 苏展 会计学院

148 组织管理奖 MZ2102239 葛禹辰 会计学院

149 组织管理奖 MG2005110 张悦 金融学院

150 组织管理奖 MZ2105132 纵奇袁 金融学院

151 组织管理奖 MG2006129 朱泓春 经济学院

152 组织管理奖 MG2006218 汪贤旭 经济学院

153 组织管理奖 MG2006223 谢晓萱 经济学院

154 组织管理奖 MG2006230 张森 经济学院

155 组织管理奖 MG2106105 张雨 经济学院

156 组织管理奖 MG2033103 董知政 商学院

157 组织管理奖 MZ2103112 林常勇 商学院

158 组织管理奖 MZ2103115 马代鹏 商学院

159 组织管理奖 MG2008109 火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60 组织管理奖 MG2008128 庄子言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61 组织管理奖 MG2108124 黄玉丰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162 组织管理奖 MG2009104 陈祎韬 信息工程学院

163 组织管理奖 MG2109104 赵翰文 信息工程学院

164 组织管理奖 MZ2009127 杨智慧 信息工程学院
165 组织管理奖 MZ2109137 孙岩 信息工程学院
166 组织管理奖 MZ2101239 王程晨 政府审计学院
167 组织管理奖 MZ2101242 王超 政府审计学院
168 组织管理奖 MZ2101320 王思尧 政府审计学院



169 组织管理奖 MZ2101434 马良康 政府审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