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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孟安然 152201422018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苏日娜 1522014220187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张锐 1522014220205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马清源 1522014220181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刘晓萌 1522013220182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廖予婕 1522013220178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孙然 1522013220191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强朔 1522013220188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9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朱珺 1532012220222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韩心语 1542012220188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邬金露 1542012220194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贺钰涵
 1552012220167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3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李雪婵 1552012220168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李岩 1522014220173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5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郑临风 1522014220207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贾琳尧 1522014220169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刘欣 1522014220179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彭鹭 1522014220183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9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关梦龙 1522013220469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杨军辉 1522013220203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马博良 1522013220186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何锐 1522013220168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3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郑圆圆 1522013220471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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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张恒源 1522013220207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5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张欣 1522013220209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伍玲苇 1522013220198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王婷 1542012220193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朱世琪 1552012220175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29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郭怀瑞 1562012220199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3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周祎玮 1532012220222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3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朱妍 1572012220185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3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许盈萌 1542012220195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33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贾伊颖 1572012220178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3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姜泽华 1532012220215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35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何璟聿 1552012220166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3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郑圆圆 15220132204718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3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王婷 15420122201936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3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韩心语 15420122201881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39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贾琳尧 15220142201699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4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孙然 15220132201912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4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朱世琪 15520122201750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4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廖予婕 15220132201786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43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孟安然 15220142201821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4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张恒源 15220132202077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45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姜泽华 15320122202156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4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苏日娜 15220142201870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4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李岩 15220142201739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4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孙玥 15220132201915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49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许盈萌 15420122201955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5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马博良 15220132201862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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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何璟聿 15520122201668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52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何锐 15220132201688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53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曾洁 15220132202065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54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朱珺 15320122202224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55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马清源 15220142201815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56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郑临风 15220142202077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57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强朔 15220132201882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58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郭怀瑞 15620122201997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59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孙玥 15220132201915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60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 曾洁 15220132202065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以上全部共     页，合计金额（元）：                                    大写（元）：

       经办人签名：                                                                            分管领导签名：

       联系电话：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1.请按以上范本格式要求；
2.以学院为单位把奖学金按照奖项进行归类；
3.姓名和学号必须正确，否则影响奖学金的正常发放；
4.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名单顺序一致，每页表头都需加盖单位公章；
5.合计金额准确，大写金额书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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