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工业大学2019年研究生社会奖学金获奖学生公示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1 1701210002 李  绵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2 1701210010 胡雪蕾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3 1701210012 解格飒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4 1701210022 刘金泽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5 1701210025 员康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6 1701210027 刘雨昭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7 1701210040 杨朋飞 光电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8 1701310045 李婷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9 1701310058 张天阳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10 1701310073 谢景龙 光电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1 1701310090 段营部 光电工程学院 兵器工程

12 1801210002 任梦茹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13 1801210034 安妍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14 1801210037 师云云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15 1801210040 张瑶 光电工程学院 精密仪器及机械

16 1801310054 边寒寒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17 1801310066 韩修来 光电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

18 1801310074 张伟春 光电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19 1801310083 黄西瑞 光电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20 1801310084 赵敏丹 光电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21 1801310092 高丰佳 光电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22 1801310096 姜珊 光电工程学院 仪器仪表工程

23 1802210101 李磊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24 1802310179 陈武阁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5 1802310138 孙瑜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6 1802210132 王日双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27 1802210133 孙小亮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28 1802210117 白攀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9 1802210114 朱丹丹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30 1702310153 陈世浩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1 1702310169 黄鹏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 1702310154 龙耀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3 1702310156 孙成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4 1702310135 薛嘉璠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5 1702310164 王凡哲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6 1702210092 王辉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7 1702210105 景国权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8 1702210094 肖经纬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9 1702210107 尹思敏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1702210099 张灵静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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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702210124 张其帅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

42 1702210102 冯鑫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43 1803010035 吴皓月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44 1703010024 何爱国 材化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45 1803310252 赵少婷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46 1803210213 李卓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学

47 1803310247 赵进北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48 1803310240 薛秀秀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49 1803310256 李坤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50 1803210198 秦佳妮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学

51 1803210222 杨小光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52 1703210213 赵雪柔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53 1703210191 陈怡菲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学

54 1703210206 刘萌萌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55 1703310221 樊星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56 1703310231 段应娇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57 1703310235 李璐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58 1703310244 贾涵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59 1703310247 裴娟 材料与化工学院 材料工程

60 1704210260 郭鹏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61 1704210263 张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62 1704210264 丁哲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63 1704210266 吴雪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64 1704210268 王霞霞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65 1704210272 彭雨豪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66 1704210274 乔梦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67 1704210283 李进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68 1704310299 程希希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69 1704310303 安庆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70 1704310322 柴改霞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71 1704310336 王丹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72 1704310343 徐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73 1804210268 刘艳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74 1804210272 姚红娟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75 1804210275 吴娇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与信息系统

76 1804210287 李嘉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77 1804210298 王艳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78 1804210299 李磊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79 1804210300 程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80 1804310322 黄闪闪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81 1804310333 洪贤丽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82 1804310341 范文明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83 1804310348 李双超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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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1804310355 魏帅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85 1804310364 郝爽洁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86 1705310399 王晨阳 经济管理学院 MPAcc

87 1705320658 屈原疆 经济管理学院 MPAcc
88 1705310387 李蕊君 经济管理学院 MPAcc
89 1705310365 李会聪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90 1705310372 周  柳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91 1805310406 马叶倩 经济管理学院 MPAcc

92 1805310419 董凡怡 经济管理学院 MPAcc
93 1805310421 韩慧林 经济管理学院 MPAcc
94 1805310399 靳富强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95 1805210388 陈  思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96 1706210409 杨卫霞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系统结构

97 1706210417 李星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98 1706310452 康秦瑀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99 1706210408 杨建芳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系统结构

100 1706310456 徐冬阳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101 1706310448 武瑞霞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技术

102 1806310447 李藕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技术

103 1806310453 孙堂慧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技术

104 1806210444 林智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105 1806310459 苏一昶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106 1806210438 师露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7 1806310479 宋新美 计算机学院 软件工程

108 1707210461 夏道洪 建筑工程学院 岩土工程

109 1707310509 高晓悦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110 1707310501 淮雨露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111 1707210478 甘泉 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

112 1707210474 刘辉民 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

113 1707210476 霍光 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

114 1707210466 谢文龙 建筑工程学院 岩土工程

115 1807210497 高亚琳 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

116 1807310530 王靖媛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117 1807210496 王金鑫 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

118 1807210490 谢衍 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

119 1807310532 王巩凡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120 1807210498 刘怡媛 建筑工程学院 市政工程

121 1711210579 霍映霞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122 1711210581 郝洁如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123 1708210522 宋  丹 文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24 1708210526 曾立衡 文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25 1711310592 陈念念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126 1711310595 杨  娜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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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711310604 王延峰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128 1809210566 张力元 文学院 中国现当代文学

129 1808210544 牛  波 文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30 1808210551 王晓婷 文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31 1809310568 陈  璇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132 1809310586 徐现泽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133 1809310588 遆利萍 文学院 新闻与传播

134 1710210566 杨泽颖 理学院 光学

135 1810210605 王程英 理学院 光学

136 18111310608 刘鹏 体育学院 体育教学

137 1712310636 李家琪 艺术与传媒学院 艺术设计

138 1712310618 原沙沙 艺术与传媒学院 艺术设计

139 1712310663 董影影 艺术与传媒学院 艺术设计

140 1812310645 李云云 艺术与传媒学院 艺术设计

141 1812310644 郝维东 艺术与传媒学院 艺术设计

142 1709210541 刘丹凤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43 1813210668 朱银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44 1709210539 刘思瑞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45 1709210560 吕佳丽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146 1709210552 景珊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47 1709210537 司志超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48 1812310625 张昱 中国书法学院 美术

149 1712310615 万一润 中国书法学院 美术

150 1816210686 邓雪亚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151 1816210702 鲁雪平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152 1816210690 王  昭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153 1816210685 高云鹏 兵器科学与技术学院 兵器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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