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理工大学信息工程学院2020-2021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结果
姓名 班级 民主评议 姓名 班级 民主评议
邓梓煜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王龙杰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黄显浪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许茂函 电子1701 特殊困难
卢祖锋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王晓 电子1701 一般困难
黄旭媚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李保卫 电子1701 特殊困难
秦佳鑫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赖星宇 电子1701 一般困难
杨明 电信1701 特殊困难 卢寿之 电子1701 特殊困难
王沛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陈春友 电子1701 特殊困难
吴彤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李磊 电子1701 特殊困难

严俊飞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郑旭栋 电子1701 一般困难
丁成浩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艾妞 电子1701 一般困难
谭鑫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李佳恒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刘奇 电信1701 一般困难 向宇琪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熊春玲 电信1701 特殊困难 何云龙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杨昂 电信1701 特殊困难 吴雅玲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齐梓淞 电信1702 特殊困难 宋浩波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张杨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钱超洋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刘雅静 电信1702 特殊困难 邓啟冲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杨尚超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左佑祥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赵忠晋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蒋鸿阳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宋苇 电信1702 特殊困难 王洪菊 电子1702 特殊困难

李诚国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梁富敏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屠世娟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刘权 电子1702 一般困难
张丽荣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黄渝龙 电子1702 特殊困难
魏文化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刘鑫奎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路新伟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侯玉莹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李晓瑞 电信1702 特殊困难 谢江山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洪悦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魏以婷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师国正 电信1702 特殊困难 车星宇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吉训昌 电信1702 一般困难 苗夏柯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张冰倩 电信1703 特殊困难 张勇 电子1703 特殊困难
王璐 电信1703 特殊困难 刘佳佳 电子1703 特殊困难
黄晓 电信1703 一般困难 彭新生 电子1703 特殊困难

田遵湄 电信1703 一般困难 刘江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廖进演 电信1703 特殊困难 李勇成 电子1703 特殊困难
宋诗梦 电信1703 特殊困难 马忠杰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郭思梦 电信1703 一般困难 张山霖 电子1703 一般困难
任晋宏 电信1703 一般困难 沙文林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凯塞尔·克依木 电信1703 特殊困难 王国强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王浩 电信1703 一般困难 周壮壮 电子1801 特殊困难
姚炜 电信1703 一般困难 刘璐琳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汪家羽 电信1703 一般困难 陈小卯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彭国峰 电信1704 一般困难 黎天龙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周慧婷 电信1704 特殊困难 刘俊杰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马国桐 电信1704 一般困难 欧品燚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张艺茜 电信1704 特殊困难 梁春雨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李瑞斌 电信1704 一般困难 何守洋 电子1801 特殊困难
周思颖 电信1704 特殊困难 陈俞希 电子1801 特殊困难
贾彦根 电信1704 特殊困难 龙毅 电子1801 一般困难
朱敏欣 电信1704 特殊困难 陈斌 电子1801 特殊困难



保林 电信1704 一般困难 向其龙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王帆 电信1704 一般困难 牟栋栋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谢宇 电信1704 一般困难 潘振辰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李津恺 电信1704 特殊困难 任皓 电子1802 特殊困难
牛钰 电信1705 特殊困难 弓帅帅 电子1802 特殊困难

葛红燕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杨博源 电子1802 特殊困难
余慧南 电信1705 特殊困难 陈俊吉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沈咏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邓正一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司王强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邓贵东 电子1802 特殊困难
杨荣乾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李小玉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王亚洁 电信1705 特殊困难 马进梓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张博涛 电信1705 特殊困难 卢意 电子1802 一般困难
杨皓博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岑瑞 电子1803 特殊困难
王钊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高兆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汪慧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金谦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纪永波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宿庆波 电子1803 特殊困难
方晶 电信1705 一般困难 王博兴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苟玉玲 电信1706 特殊困难 计丕宇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占方益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冯新宇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张耀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龚亚州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陈壮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何建文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田彦武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牛国宝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吴然然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李兆瑞 电子1803 一般困难
汪思瑶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牟皓野 电子1803 特殊困难
马飞 电信1706 特殊困难 于慧莹 通信(gj)1801 特殊困难

李世琳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张怡 通信(gj)1801 特殊困难
周倩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龚春生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耿志强 电信1706 一般困难 胡佳明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王和东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寇利钦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章杰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杨家兴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范财杰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杨晓漫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张雨贺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姚斌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丁杰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王康 通信1701 特殊困难
赵凯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王涛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江星 电信1801 特殊困难 景沪川 通信1701 一般困难

林文伟 电信1801 特殊困难 阮潇 通信1702 特殊困难
李卓强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杨淇钧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木合塔尔江·吐尔逊 电信1801 特殊困难 王浩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邹佳敏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曹申 通信1702 特殊困难
郭晶晶 电信1801 一般困难 迟浩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亚森喀日·麦麦提 电信1801 特殊困难 赖灿兴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王铭淳 电信1802 一般困难 姜政浩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柳玲 电信1802 一般困难 胡心语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李帅 电信1802 一般困难 刘艺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毛俊翔 电信1802 一般困难 杨浪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杨冬 电信1802 一般困难 邓彪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田姝倩 电信1802 一般困难 李倩倩 通信1702 特殊困难
梁瀚文 电信1802 特殊困难 张泽中 通信1702 特殊困难
陈茂林 电信1802 特殊困难 阚道庆 通信1702 一般困难
何威龙 电信1802 特殊困难 刘上汉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董婧 电信1802 一般困难 林英 通信1703 特殊困难

吴继豪 电信1802 特殊困难 王瑞琳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李湘 电信1802 特殊困难 兰佳雯 通信1703 特殊困难
赵子安 电信1803 一般困难 李鑫悦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雷晓 电信1803 一般困难 张顺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张兴富 电信1803 一般困难 李兆军 通信1703 特殊困难
吴齐 电信1803 特殊困难 余阳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史文龙 电信1803 特殊困难 张学成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胡淇 电信1803 特殊困难 刘鹄毓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邱佳文 电信1803 一般困难 李杨 通信1703 一般困难
田雨 电信1803 一般困难 左家瑄 通信1703 特殊困难

卢飞顺 电信1803 特殊困难 庄旭君 通信1704 特殊困难
雷雨点 电信1803 一般困难 田宇哲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居力德孜·叶尔木汗买提 电信1804 特殊困难 李木子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宗杨阳 电信1804 特殊困难 智杨烁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高晶 电信1804 特殊困难 郑泽菲 通信1704 特殊困难

李东生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万顺龙 通信1704 特殊困难
古丽米日·阿吉 电信1804 特殊困难 陈文杰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刘富豪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王喆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刘亚奇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王文华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徐子严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毛遮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李文静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鲁善辉 通信1704 一般困难
张威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严正涛 通信1704 特殊困难

刘璐清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唐文源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黄娟 电信1804 一般困难 刘文超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李辰辰 电信1805 特殊困难 黄兆达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谢颂龙 电信1805 一般困难 夏爽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李达 电信1805 一般困难 张红梅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陈豪 电信1805 特殊困难 于世松 通信1705 特殊困难
刘颖 电信1805 一般困难 肖志玲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刘嘉惠 电信1805 一般困难 陈印 通信1705 特殊困难
陈红 电信1805 一般困难 张玉霞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史玉忠 电信1805 特殊困难 易帅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邵锦依 电信1805 一般困难 江发奎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周娜 电信1805 一般困难 黎泽辉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陈泊光 电信1805 特殊困难 卢英建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倪应芳 电信1806 一般困难 王国睿 通信1705 一般困难
郭佳 电信1806 特殊困难 萧齐信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郭远波 电信1806 特殊困难 杨克晶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朱雨夕 电信1806 一般困难 武鑫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周惠 电信1806 特殊困难 曹覃康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管安琪 电信1806 一般困难 梁萍 通信1801 特殊困难
宫鑫 电信1806 一般困难 韩雨阳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王润楠 电信1806 一般困难 梁亚勤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邓胳峰 电信1806 特殊困难 赵珂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丁锋 电信工1901 一般困难 赵云龙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时庚辰 电信工1901 一般困难 刘子腾 通信1801 特殊困难
盖育辰 电信工1901 一般困难 许晓豪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江金 电信工1901 特殊困难 白建军 通信1801 特殊困难

李泯仪 电信工1901 一般困难 胡浪 通信1801 特殊困难
梁嘉龙 电信工1901 一般困难 杨富坤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王子文 电信工1901 特殊困难 胡晨杰 通信1801 一般困难
徐浪 电信工1901 特殊困难 潘月亭 通信1802 特殊困难

韩梦杰 电信工1901 一般困难 岳俊 通信1802 特殊困难



谢洪磊 电信工1902 一般困难 赵磊 通信1802 一般困难
关云伟 电信工1902 一般困难 储志明 通信1802 一般困难
江川 电信工1902 一般困难 桑亚彪 通信1802 特殊困难

甘仁德 电信工1902 特殊困难 董立硕 通信1802 一般困难
刘恒 电信工1902 一般困难 付俊峰 通信1802 一般困难

柯海鸿 电信工1902 一般困难 崔宁静 通信1802 一般困难
孟祥鹏 电信工1902 特殊困难 余佳慧 通信1802 一般困难
韩世龙 电信工1902 一般困难 苟哲仁 通信1802 一般困难
罗先源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陈哲 通信1802 特殊困难
马坤杨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李晓欢 通信1803 特殊困难
汤虹雨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王彪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唐坤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崔丙鑫 通信1803 特殊困难

周博海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周润楠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李豪 电信工1903 特殊困难 王胜鹏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罗江涛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刘林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吴蓉江 电信工1903 特殊困难 张明志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马腾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王成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郝旭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李菲菲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黄海川 电信工1903 特殊困难 李晓龙 通信1803 特殊困难
张德富 电信工1903 一般困难 郝盈盈 通信1803 特殊困难
杨敬茹 电信工1904 特殊困难 张慧玲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徐志雄 电信工1904 特殊困难 朱永曦 通信1803 一般困难
王博 电信工1904 特殊困难 吴孟龙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许君健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程雅婷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张世平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王晨光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陈鹏鹏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李娜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唐家庭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李涛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巩润涛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向天斌 通信1804 特殊困难
牟涛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钱晨曦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魏文鑫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张樾晴 通信1804 特殊困难
高旭阳 电信工1904 一般困难 宋凯源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王宏伟 电信工1905 一般困难 李瑞鹏 通信1804 特殊困难
张子康 电信工1905 一般困难 唐鑫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桂倩 电信工1905 一般困难 雍宇晨 通信1804 特殊困难
李宁 电信工1905 特殊困难 范亚飞 通信1804 一般困难

程怡飞 电信工1905 一般困难 庞金松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蔡疆 电信工1905 一般困难 许志勇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肖靖航 电信工1905 特殊困难 潘琪 通信zy1701 特殊困难
邱康俊 电信工1905 一般困难 魏凡 通信zy1701 特殊困难
冯永兰 电信工1905 特殊困难 李郜敬 通信zy1701 特殊困难
郝东利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尹小狮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张小龙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胡群强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张思颖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曾国兵 通信zy1701 特殊困难
王凯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黎为楷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高丽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罗成西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高山海 电信工1906 特殊困难 朱云辉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王毅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肖起京 通信zy1701 特殊困难

郑尚宇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彭宜星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范明江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揭松涛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吕孝成 电信工1906 特殊困难 甄烨灿 通信zy1701 一般困难
杨归澳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方永帆 通信zy1801 特殊困难
王昭益 电信工1906 一般困难 任泳霖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周志豪 电信工1906 特殊困难 王浩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李杰 电信工1907 一般困难 王浩名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王浩东 电信工1907 一般困难 刘晨晨 通信zy1801 特殊困难
骆卫 电信工1907 一般困难 胡龙兴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鲁乐 电信工1907 特殊困难 胡苏琦 通信zy1801 特殊困难

李国明 电信工1907 特殊困难 蒋承君 通信zy1801 特殊困难
董海涛 电信工1907 一般困难 付博荣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刘玮 电信工1907 特殊困难 梁维丹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图日昂江·艾山江 电信工1907 一般困难 熊仪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秦锋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王睿章 通信zy1801 一般困难

林大颖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沈元龙 通信zy1901 一般困难
范潇毅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朱赫 通信zy1901 一般困难
韩嘉敏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代怡敏 通信zy1901 一般困难
康光淼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杜阳 通信zy1901 特殊困难
张骏方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谭必军 通信zy1901 一般困难
钱建飞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邹想龙 通信zy1901 一般困难
马建飞 电信工1908 特殊困难 张鹏程 通信zy1901 特殊困难
焦继丰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张阳 通信zy1901 特殊困难
杜文静 电信工1908 特殊困难 王默涵 通信zy1901 特殊困难
胡慧婷 电信工1908 一般困难 江敏 通信zy1901 一般困难
罗成磊 电信工1908 特殊困难 程新玥 通信zy1901 一般困难
王倩 电信工1909 一般困难 刘伦源 通信zy1901 特殊困难

郑棋泉 电信工1909 一般困难 马跃千 信息1701 特殊困难
王蓉 电信工1909 特殊困难 汤亚松 信息1701 一般困难

潘浩年 电信工1909 一般困难 唐地雾 信息1701 一般困难
麦麦提艾力·卡热 电信工1909 特殊困难 陈同凯 信息1701 特殊困难

王加富 电信工1909 特殊困难 张子俊 信息1701 一般困难
董银 电信工1909 一般困难 涂劲豪 信息1701 特殊困难
王欢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李路遥 信息1701 特殊困难
孙红 电信工1910 特殊困难 伏广起 信息1701 一般困难

玉米提·阿力木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黄志航 信息1701 一般困难
胡李芳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蔡伟杰 信息1702 特殊困难
王千龙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田胜 信息1702 特殊困难
陈锦鸿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王冠中 信息1702 一般困难
张业果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李岩 信息1702 特殊困难
沈柄良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廖浩然 信息1702 特殊困难
李天骏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随志伟 信息1702 一般困难
胡晓东 电信工1910 一般困难 何震 信息1702 特殊困难
魏明朗 电信工1910 特殊困难 应志奇 信息1702 一般困难
王宇 电信工1911 一般困难 肖禹 信息1703 特殊困难

王世乾 电信工1911 一般困难 朱雅洁 信息1703 特殊困难
王郅钰 电信工1911 一般困难 余勇杰 信息1703 一般困难
周辉 电信工1911 特殊困难 林宇梅 信息1703 特殊困难

王龙振 电信工1911 特殊困难 张宗禹 信息1703 一般困难
曹书华 电信工1911 一般困难 陈俊福 信息1703 一般困难
许林松 电信工1911 一般困难 陈柏琛 信息1703 特殊困难
张泽嘉 电信工1911 特殊困难 孟志强 信息1703 一般困难
张雅卿 电信工1911 特殊困难 万焰柱 信息1703 一般困难
王莉 电信工1911 一般困难 李泽民 信息1704 一般困难
杨洲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李冰冰 信息1704 一般困难

宗震宇 电信工1912 特殊困难 刘振飞 信息1704 一般困难
李亚辉 电信工1912 特殊困难 祖东 信息1704 一般困难



马小强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易嘉辉 信息1704 一般困难
邹亿仙 电信工1912 特殊困难 余林骏 信息1704 一般困难
向鹏蓉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张万胜 信息1801 一般困难
仲金山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朱永宽 信息1801 特殊困难
刘财华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高东 信息1801 一般困难
黄佳慧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孙瑞琪 信息1801 一般困难
许票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付自立 信息1801 特殊困难

汪诚力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赵鑫 信息1801 一般困难
杨建中 电信工1912 一般困难 方思瑶 信息1801 特殊困难
周倩怡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刘明元 信息1801 特殊困难
卓子进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张元民 信息1801 一般困难
林志豪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潘文静 信息1801 一般困难
郑成龙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贾丹丹 信息1802 特殊困难
许涵睿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余正爽 信息1802 一般困难
万玉珠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郝永亮 信息1802 一般困难
程腾达 电信工1913 特殊困难 王裕创 信息1802 特殊困难
何易兴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姚孝升 信息1802 一般困难
杨保辉 电信工1913 特殊困难 刘会杰 信息1802 一般困难
崔子璇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张园园 信息1802 特殊困难
陆宇政 电信工1913 特殊困难 吴振 信息1802 一般困难
姜春霞 电信工1913 一般困难 邹永青 信息1802 特殊困难
彭派 电信工1913 特殊困难 刘天禹 信息1802 一般困难

于舒珍 电信工1914 特殊困难 温喆宇 信息1803 特殊困难
赵永强 电信工1914 特殊困难 谭鑫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曾通 电信工1914 一般困难 黄文琪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程志亮 电信工1914 一般困难 谭卓杰 信息1803 特殊困难
李海亮 电信工1914 一般困难 江景乾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明鹭 电信工1914 一般困难 吴俊楠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蒋培婧 电信工1914 特殊困难 窦文豪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汪浩 电信工1914 一般困难 张敏 信息1803 特殊困难

武童庆 电信工1915 一般困难 黄世和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杨胜江 电信工1915 特殊困难 罗金易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彭聪 电信工1915 特殊困难 尹正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罗莉 电信工1915 特殊困难 魏思雨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李彤磊 电信工1915 特殊困难 任治政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王前策 电信工1915 一般困难 王鸿江 信息1803 特殊困难
黄传奇 电信工1916 一般困难 罗兰文 信息1803 一般困难
方志扬 电信工1916 一般困难 及星 信息1804 特殊困难
邓世勇 电信工1916 特殊困难 裴阿磊 信息1804 一般困难
张碧璇 电信工1916 一般困难 郜兴 信息1804 特殊困难
许鸿炎 电信工1916 特殊困难 郑慧玲 信息1804 特殊困难
李俊超 电信工1916 特殊困难 段雪宁 信息1804 特殊困难
郭胜 电信工1916 一般困难 王梓鹏 信息sy1701 特殊困难

庞冰冰 电信工1916 一般困难 肖开义 信息sy1701 一般困难
杨前 电信工1916 一般困难 周炜程 信息sy1701 一般困难

周子康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何思琪 信息sy1701 特殊困难
段璇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李洋 信息sy1701 特殊困难

刘官保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刘兆洋 信息sy1801 特殊困难
邓涛 电信工1917 特殊困难 李奥 信息sy1801 特殊困难

宋昭祖 电信工1917 特殊困难 陈少锋 信息sy1801 特殊困难
贾慧敏 电信工1917 特殊困难 张钦钦 信息sy1901 特殊困难
朱世琛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任欣悦 信息sy1901 一般困难



赵志高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张俊豪 信息sy1901 一般困难
陈祥瑞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刘娇娇 信息sy1901 特殊困难
邓玮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苏凌峰 信息sy1901 一般困难

赵琳琳 电信工1917 一般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