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学院 专业 姓  名 学   号 奖项
评定等

级

奖学金

数   额
备注

1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吴锦芳 1542012220194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桑珊 1542012220192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马宏宇 154201222019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王瑾秋 1542012220193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刘庭宇 1542012220191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6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盖志浩 1542012220187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7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张志毅 1542012220196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8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王卉琦 1542012220193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9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马汉平 154201222019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洪秋霞 1572012220177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石璇 1572012220181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郭凌昕 1572012220176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3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韩华桂 1572012220177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洪小茹 1572012220177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5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卢丽红 157201222018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6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王清荣 157201222018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7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杨笛 1572012220183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8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张中弛 1572012220184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19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林文宾 1572012220179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0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詹烨 1572012220184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1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庄琼 1552012220175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2 经济学院 财政学 陈晨 1552012220164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3 经济学院 财政学 陈瑾虹 1552012220164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4 经济学院 财政学 龚晓娜 1552012220166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5 经济学院 财政学 董雨墨 1552012220166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6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施滢 1552012220170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7 经济学院 税务 刘柳 1552012220169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28 经济学院 税务 徐璐 1552012220173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附件4-6：

          经济      学院2016年毕业班

本科生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奖情况表

单位名称（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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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经济学院 税务 税诗皓 1552012220171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0 经济学院 税务 吴娜 1552012220172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1 经济学院 税务 杨海源 1552012220173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2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高天 1562012220199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3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刘雨杉 1562012220204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4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卢钰菁 1562012220204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5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吴若璇 1562012220207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6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王慧琴 1562012220206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7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杨丽萍 1562012220209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8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谢文敏 1562012220208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39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李子河 1562012220201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0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易蕾 1562012220210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1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张晓东 1562012220210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2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陈丽芬 1562012220197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3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康遵禹 1562012220200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4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程雯婕 1562012220198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5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赵琦 1562012220211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6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曹亮 1562012220197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7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谢智媛 153201222022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8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王梦淇 1532012220219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49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杨珺楠 1532012220220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上官柠夕 1532012220218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1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叶思诗 1532012220221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2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赖艺兰 1532012220216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张一凡 1532012220221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侯晶瑛 1532012220214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一等 1000.00

55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郭威秀 1542012220188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56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姜恒 1542012220189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57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施宇 1542012220192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58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付颖琦 1542012220187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59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陈玉佼 1542012220186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0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殷路皓 1542012220196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1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陆莉 1542012220191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2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程子萌 1542012220187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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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杨晓媚 1542012220195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4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单娜阳 1542012220187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5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徐心语 1542012220195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6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唐鹏 1542012220193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7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胡晓凝 1542012220188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8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陈远星 1542012220186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69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穆婉莹 1542012220192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0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赖文哲 1542012220189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1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肖垒 1542012220194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2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符洪瑞 1542012220187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3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李凌泓 1542012220194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4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杨诗怡 1542012220187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王泽昊 1572012220182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朱佳媛 1572012220185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曾炜 1572012220184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8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杨怡静 1572012220183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79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垚 1572012220176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嘉琳 1572012220178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刘莉莉 1572012220180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庆国 1572012220175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3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班越 1572012220175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4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方鑫鑫 1572012220176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5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郭品妤 1572012220177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6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曹歆 1572012220175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7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陈静璇 1572012220175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8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郭恒 1572012220176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89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李志毅 1572012220179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0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郑铭进 1572012220185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1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赵宇琛 1572012220185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2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车文龙 1572012220175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3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孙丹林 157201222018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4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邱智威 1572012220181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5 经济学院 财政学 代其美 1552012220165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6 经济学院 财政学 王妍婕 1552012220172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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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经济学院 财政学 牛美晨 1552012220170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8 经济学院 财政学 仇勇 1552012220165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99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李明达 1552012220168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0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林庆鉴 1552012220168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1 经济学院 财政学 于静 1552012220173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2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刘晓曦 1552012220169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3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林莹 1552012220169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4 经济学院 税务 张雯 1552012220174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5 经济学院 税务 李婧 1552012220168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6 经济学院 税务 陈宏 1552012220164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7 经济学院 税务 孙婉然 1552012220171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8 经济学院 税务 蔡佳薇 1552012220164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09 经济学院 税务 杨雨婷 1552012220173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0 经济学院 保险学 张莉莹 1562012220210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1 经济学院 保险学 郭雪洁 1562012220199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2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辜婉玉 1562012220199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3 经济学院 保险学 杨晨光 1562012220209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4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郦佳桦 1562012220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5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马璇 1562012220204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6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黄雪菲 1562012220200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7 经济学院 金融学 严旸 1562012220209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8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潘丹青 1562012220205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19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林娉 1562012220202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0 经济学院 保险学 林腾鹏 1562012220202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1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张俊朋 1562012220210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2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武子樱 1562012220207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3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施展焕 15620122202054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4 经济学院 保险学 蓝蔚 1562012220201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5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梁辉 15620122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6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高嵩 1562012220199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7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吴伟特 1562012220207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8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李垚 15620122202077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29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李兆兴 15620122202018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0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范慧敏 1562012220199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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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范紫薇 1532012220214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2 经济学院 经济学 俞伟 1532012220221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许凌 1532012220220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朱怡婷 15320122202226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5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陈雅婷 15320122202135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6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马晶馨 1532012220218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7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索玖鹏 1532012220219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8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郑集 153201222022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39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孟钦宇 15320122202183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4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林佩玲 1532012220217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41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林沛文 1532012220216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42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赖嘉琳 15320122202160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4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杜辉阳 15320122202142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4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白澄宇 15320122202129 学业优秀奖学金 二等 500.00

145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梁岩 15520122201687 学业进步奖学金 500.00

146 经济学院 税务 苏婕 15520122201711 学业进步奖学金 500.00

147 经济学院 金融学 谢玉湘 15620122202084 学业进步奖学金 500.00

148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郭威秀 15420122201880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49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姜恒 15420122201894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0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贾文颖 15420122201893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1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张中弛 15720122201849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2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孙丹林 15720122201820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3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车文龙 15720122201757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4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黄振鹏 15720122201781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5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方鑫鑫 15720122201766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宇圣 15720122201763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7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刘莉莉 15720122201802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8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杨笛 15720122201834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59 经济学院 财政学 陈晨 15520122201644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0 经济学院 财政学 隗巧巧 15520122201723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1 经济学院 财政学 王兴强 15520122201721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2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梁煊 15520122201686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3 经济学院 税务 张雯 15520122201743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4 经济学院 税务 陈晓玲 15520122201652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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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经济学院 税务 雷小青 15520122201678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6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易蕾 15620122202100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7 经济学院 金融学 丁梦洁 15620122201989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8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林晓梦 15620122202029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69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邹宇杰 15620122202127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7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黄嘉妮 15320122202151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71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张一凡 15320122202216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72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郑集 15320122202221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73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林沛文 15320122202169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7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朱怡婷 15320122202226 学术创新奖学金 500.00

175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马宏宇 15420122201921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76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杨怡静 15720122201836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77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李骧 15720122201791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78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嘉琳 15720122201788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79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王清荣 15720122201821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0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邱智威 15720122201814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1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曹歆 15720122201756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2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吴若璇 15620122202075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3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吴薇 15620122202076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4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施展焕 15620122202054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5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李子河 15620122202019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6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李垚 15620122202077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7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林佩玲 15320122202170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8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林先镇 15320122202173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89 经济学院 经济学 张秋祥 15320122202215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9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杨珺楠 15320122202207 文体优秀奖学金 500.00

191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吴凡 15520122201726 文体活动奖学金 500.00

192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刘晓曦 15520122201693 文体活动奖学金 500.00

193 经济学院 税务 陈宏 15520122201645 文体活动奖学金 500.00

194 经济学院 税务 苏婕 15520122201711 文体活动奖学金 500.00

195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肖垒 15420122201948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196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贾文颖 15420122201893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197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黄振鹏 15720122201781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198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许尔靖 15720122201830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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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王云鹏 15720122201823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20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郭嘉诚 15720122201768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20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垚 15720122201762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202 经济学院 财政学 于静 15520122201738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203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卢钰菁 15620122202043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204 经济学院 经济学 黄嘉妮 15320122202151 社会实践奖学金 500.00

205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范慧敏 15620122201991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06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胡晓凝 15420122201887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07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付颖琦 15420122201878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08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杨晓媚 15420122201959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09 经济学院 经济管理统计 穆婉莹 15420122201923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0 经济学院 投资决策分析 盖志浩 15420122201879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1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赵宇琛 15720122201851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2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林文宾 15720122201798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3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郑铭进 15720122201852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4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曹歆 15720122201756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5 经济学院 市场营销 詹烨 15720122201842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6 经济学院 财政学 吴凡 15520122201726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7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林庆鉴 15520122201689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8 经济学院 财政学 林莹 15520122201691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19 经济学院 税务 税诗皓 15520122201710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0 经济学院 税务 陈长乐 15520122201643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1 经济学院 金融学 杨雅真 15620122202096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2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陈丽芬 15620122201979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3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刘梦影 15620122202038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4 经济学院 金融学 许育青 15620122202088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5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邹宇杰 15620122202127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6 经济学院 保险学 郭雪洁 15620122201999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7 经济学院 金融学 郦佳桦 15620122202020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8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林先镇 15320122202173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29 经济学院 经济学 许凌 15320122202206 社会工作奖学金 500.00

23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郭凌昕 15720122201769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231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曾炜 15720122201841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232 经济学院 税务 刘柳 15520122201692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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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经济学院 金融学 刘梦影 15620122202038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234 经济学院 金融学 丁梦洁 15620122201989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235 经济学院 保险学 杨晨光 15620122202092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236 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 刘雨杉 15620122202040 志愿服务奖学金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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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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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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