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姓名 学号 单项奖名称

1 法学院 杨荣慧 MZ2007122 课程学习奖

2 法学院 胡凌宇 MG2007108 课程学习奖

3 公共管理学院 张鑫媛 MG1904104 课程学习奖

4 会计学院 周书明 MZ2002239 课程学习奖

5 会计学院 赵静 MG2002111 课程学习奖

6 信息工程学院 吴丹琪 MG1909002 课程学习奖

7 信息工程学院 黄润华 MG2009107 课程学习奖

8 金融学院 尹港 MG1905005 课程学习奖

9 金融学院 黄伟 MZ2005118 课程学习奖

10 经济学院 贾宝万 MG2006208 课程学习奖

11 经济学院 崔启涵 MG1906115 课程学习奖

12 经济学院 孙育钱 MG1906014 课程学习奖

13 经济学院 吴婷 MG1906110 课程学习奖

14 经济学院 唐政 MZ2006126 课程学习奖

15 商学院 邾小羽 MG2003115 课程学习奖

16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常乐 MG2008103 课程学习奖

17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崔佳慧 MZ2008105 课程学习奖

18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杨瑞宇 MZ2008138 课程学习奖

19 政府审计学院 杨文抒 MG1901002 课程学习奖

20 政府审计学院 张慧汶 MG2001112 课程学习奖

21 政府审计学院 许玥 MZ2001236 课程学习奖

22 政府审计学院 王小雨 MZ2001318 课程学习奖

23 法学院 马文杰 MZ1907004 科学研究奖

24 法学院 孙逸人 MG1907003 科学研究奖

25 会计学院 喻斯敏讷 MG1902006 科学研究奖

26 会计学院 倪雪婷 MZ2002223 科学研究奖

27 信息工程学院 苏翠 MG2009110 科学研究奖

28 信息工程学院 陈雪宇 MG2009103 科学研究奖

29 金融学院 刘瀚樯 MZ2005124 科学研究奖

30 金融学院 付会敏 MG2005102 科学研究奖

31 经济学院 秦思佳 MG2006116 科学研究奖

32 经济学院 杨双至 MG1906012 科学研究奖

33 经济学院 于奕 MG1906003 科学研究奖

34 经济学院 李安程 MG1906103 科学研究奖

35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胡爱玲 MG1908110 科学研究奖

36 政府审计学院 余莎 MG2001111 科学研究奖

37 政府审计学院 侯良格 MZ2001133 科学研究奖

38 政府审计学院 王一宣 MG2001109 科学研究奖

39 政府审计学院 应枫瑜 MG901006 科学研究奖

40 政府审计学院 龙佳楠 MZ2001156 科学研究奖

41 公共管理学院 张岳琪 MG2004124 学科竞赛奖

42 会计学院 罗丹 MG2002104 学科竞赛奖

43 会计学院 刘媛慧 MG2002103 学科竞赛奖

44 信息工程学院 李盛达 MG1909004 学科竞赛奖

45 信息工程学院 毕作琳 MG2009101 学科竞赛奖

46 金融学院 肖莹 MZ2005136 学科竞赛奖

47 经济学院 秦思雨 MG2006216 学科竞赛奖

48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周家静 MG1908003 学科竞赛奖

49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刘亚唯 MZ2008119 学科竞赛奖

50 政府审计学院 谭梦茹 MZ2001216 学科竞赛奖

51 法学院 易欣 MZ2007126 组织管理奖

52 法学院 张枫波 MG2007119 组织管理奖

53 公共管理学院 曹听秋 MG2004101 组织管理奖

54 公共管理学院 宋宇 MG2004111 组织管理奖

55 会计学院 王玉红 MG2002106 组织管理奖

56 会计学院 李佳林 MG1902004 组织管理奖

57 信息工程学院 黄强 MG1909007 组织管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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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信息工程学院 陈祎韬 MG2009104 组织管理奖

59 金融学院 杨金正 MG2005107 组织管理奖

60 经济学院 傅雅文 MG1906101 组织管理奖

61 经济学院 吕鑫 MG1906117 组织管理奖

62 经济学院 朱玲玉 MG1906005 组织管理奖

63 经济学院 葛逸峰 MG2006206 组织管理奖

64 经济学院 谢晓萱 MG2006223 组织管理奖

65 商学院 吕婧 MG1903004 组织管理奖

66 商学院 陈浙英 MG1903005 组织管理奖

67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田瑞敏 MG1908104 组织管理奖

68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火悦 MG2008109 组织管理奖

69 政府审计学院 柯遵妍 MG2001103 组织管理奖

70 政府审计学院 王若彤 MZ2001317 组织管理奖

71 政府审计学院 王思繁 MG2001108 组织管理奖

72 政府审计学院 郭磊 MG2001102 组织管理奖

73 政府审计学院 王士通 MG2001107 组织管理奖

74 法学院 郝佳艺 MZ1907010 社会实践奖

75 法学院 钱宇 MG1907002 社会实践奖

76 法学院 杨皓然 MZ2007121 社会实践奖

77 法学院 周茜霖 MG2007122 社会实践奖

78 公共管理学院 王菁文 MG2004115 社会实践奖

79 会计学院 奚申浩 MZ2002131 社会实践奖

80 会计学院 刘恋菁 MG2002102 社会实践奖

81 信息工程学院 杨智慧 MZ2009127 社会实践奖

82 金融学院 朱逢雪 MZ2005148 社会实践奖

83 金融学院 娄雨轩 MG2005105 社会实践奖

84 经济学院 庞文哲 MG2006115 社会实践奖

85 经济学院 袁霞 MG1906111 社会实践奖

86 经济学院 汪贤旭 MG2006218 社会实践奖

87 经济学院 刘贵雨 MG2006212 社会实践奖

88 商学院 贺建峰 MG1903008 社会实践奖

89 商学院 党华平 MG2003102 社会实践奖

90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李新尧 MG2008111 社会实践奖

91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虞增辉 MG2008124 社会实践奖

92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张玉春 MG2008126 社会实践奖

93 政府审计学院 冯彦儒 MZ2001121 社会实践奖

94 政府审计学院 付明悦 MZ2001122 社会实践奖

95 政府审计学院 李瑶 MG2001105 社会实践奖

96 政府审计学院 郭亚昕 MZ2001130 社会实践奖

97 政府审计学院 孔思宁 MZ2001141 社会实践奖

98 法学院 张凌霄 MZ2007216 文体活动奖

99 法学院 马瑜彬 MZ2007111 文体活动奖

100 法学院 戴春芮 MZ2007102 文体活动奖

101 法学院 沈振宇 MG1907005 文体活动奖

102 工程审计学院 汤杰 MZ2029056 文体活动奖

103 公共管理学院 薛丞良 MG2004120 文体活动奖

104 公共管理学院 缪易洋 MG2004108 文体活动奖

105 会计学院 王海文玥 MZ2002226 文体活动奖

106 会计学院 李永军 MZ2002217 文体活动奖

107 信息工程学院 张宇博 MG2009119 文体活动奖

108 金融学院 杜春婷 MZ2005108 文体活动奖

109 经济学院 冯受秦 MG2006105 文体活动奖

110 经济学院 刘志远 MG2006113 文体活动奖

111 经济学院 常文博 MG1906107 文体活动奖

112 经济学院 蔡天磊 MZ2006102 文体活动奖

113 商学院 周坤 MZ2003114 文体活动奖

114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林佳男 MG2008113 文体活动奖

115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王宝 MZ2008133 文体活动奖

116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于兴正 MZ2008142 文体活动奖

117 政府审计学院 蔡梦珏 MZ2001102 文体活动奖

118 政府审计学院 范毅超 MZ2001119 文体活动奖



119 政府审计学院 李文钰 MG2001104 文体活动奖

120 政府审计学院 杨金宝 MG2001110 文体活动奖

121 会计学院 钱驾佳 MG2002105 创新创业奖

122 会计学院 叶佳怡 MG2002109 创新创业奖

123 经济学院 亢瑶宇 MZ2006114 创新创业奖

124 政府审计学院 范佳悦 MZ2001118 创新创业奖

125 会计学院 王月丽 MG2002107 特殊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