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汽车工程学院社会奖学金学生候选名单
序号 姓名 奖项
1 李依凡 SGMW一等奖学金
2 王楚 SGMW一等奖学金
3 王彬 SGMW二等奖学金
4 刘伟言 SGMW二等奖学金
5 罗鑫 SGMW二等奖学金
6 钟钊 SGMW二等奖学金
7 周亮 SGMW三等奖学金
8 沈超涵 SGMW三等奖学金
9 何梓楦 SGMW三等奖学金
10 丁守胜 SGMW三等奖学金
11 陈振坤 SGMW三等奖学金
12 戴露 SGMW三等奖学金
13 秦志强 TE奖学金
14 张文浩 TE奖学金
15 洪炜杰 TE奖学金
16 李依凡 TE奖学金
17 庞承辉 TE奖学金
18 浦一凡 TE奖学金
19 王修文 TE奖学金
20 尚志远 TE奖学金
21 周洪龙 TE奖学金
22 宁少波 TE奖学金
23 刘红帝 TE奖学金
24 李岩 TE奖学金
25 曹阳 新丰泰奖学金
26 冯朝阳 新丰泰奖学金
27 蒋佑熙 新丰泰奖学金
28 林翌 新丰泰奖学金
29 商学兵 新丰泰奖学金
30 沈沛 新丰泰奖学金
31 张旭冉 新丰泰奖学金
32 李兆鹏 新丰泰奖学金
33 张运凯 新丰泰奖学金
34 石琪 新丰泰奖学金
35 卢鑫 新丰泰奖学金
36 吴佳杰 新丰泰奖学金
37 彭宽雲 新丰泰奖学金
38 魏炜冉 新丰泰奖学金
39 严达 新丰泰奖学金
40 王旭 新丰泰奖学金
41 汤宇杰 新丰泰奖学金
42 赵柯帆 新丰泰奖学金
43 谭晨曦 新丰泰奖学金
44 汪诗煜 新丰泰奖学金
45 彭屿 新丰泰奖学金
46 龚智昂 新丰泰奖学金
47 杨欣 新丰泰奖学金
48 王晟浩 新丰泰奖学金
49 刘雄 新丰泰奖学金
50 吕越浩 新丰泰奖学金
51 彭陆亚静 新丰泰奖学金



52 贺元 新丰泰奖学金
53 田端阳 新丰泰奖学金
54 刘若璎 新丰泰奖学金
55 赵丰 新丰泰奖学金
56 邵建波 新丰泰奖学金
57 江鹏 新丰泰奖学金
58 方祥 新丰泰奖学金
59 余智慧 新丰泰奖学金
60 王卓群 新丰泰奖学金
61 周彧 新丰泰奖学金
62 董杰 新丰泰奖学金
63 刘知其 新丰泰奖学金
64 余洋洋 新丰泰奖学金
65 桑培文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66 代云龙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67 张凯博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68 黄文彪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69 周慧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70 夏明辉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71 杨俊玮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72 吕睿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73 芦俊杰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74 朱雪玲 一汽解放领航奖学金
75 田一梵 法士特齿轮特等奖学金
76 张旭 法士特齿轮特等奖学金
77 奉嘉明 法士特齿轮特等奖学金
78 邹俊骏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79 康江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0 刘雨航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1 王廷杰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2 张慧杰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3 赵启涵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4 赵家豪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5 李昊楠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6 宋宇豪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7 黄宇涵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8 陈鹏飞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89 黄蕾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0 李寒琦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1 胡仁泽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2 李梦迪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3 刘成文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4 张霈阳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5 樊亚伟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6 彭陆亚静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7 高宁 法士特齿轮一等奖学金
98 陈浩毅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99 高鹏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0 况祖良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1 李龙杰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2 李强印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3 王宇硕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4 王梓熙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5 吴李娜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6 周裕谦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7 宋宇晨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8 季云霄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09 刘晋博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0 彭逸佳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1 杨昊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2 周一帆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3 周鹏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4 罗嘉瑞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5 李卓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6 陈仁奎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7 刘柏均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8 易点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19 张钰涵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0 李致远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1 金云涛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2 谢健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3 邓世平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4 欧阳文博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5 夏子健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6 周一凡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7 张萌蕾 法士特齿轮二等奖学金
128 蔡艺卓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29 曹博豪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0 陈鹏羽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1 胡斌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2 黄浩宸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3 蒋思磊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4 陆伟岐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5 吕丁奕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6 彭尹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7 邱立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8 王舒航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39 袁诗涵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0 张浩东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1 张晔冉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2 朱奕龙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3 王浩然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4 李云名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5 詹榆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6 张启文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7 胡玺睿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8 马琪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49 彭浩源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0 杨文婕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1 王博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2 张旭宇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3 汤成龙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4 陈子健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5 戴如昕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6 蒋嘉豪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7 郑超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8 秦宇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59 苏鹏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0 孙展鹏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1 张文斌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2 姬中泰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3 陈文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4 贺帅宇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5 徐子嫣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6 齐树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7 吕彦驰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8 肖遥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69 闵祥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0 聂玉威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1 庞家洪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2 赵乐龙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3 史立伟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4 高源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5 田恒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6 张翰宇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177 张栋 法士特齿轮三等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