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专业 班级 学号 奖学金等级
谢先亮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3 一等奖学金
俞璇琦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35 一等奖学金
张千红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5 一等奖学金
杨纯星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5 一等奖学金
栾玫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1914261 一等奖学金
蔡旻成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7 一等奖学金
仲禹同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36 一等奖学金
李鑫雨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8 一等奖学金
董云飞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1 一等奖学金

阿迪力•吾舒尔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1823865 一等奖学金
崔浩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8 一等奖学金

周稚雄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研2001 1049722004981 一等奖学金
刘佳颖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6 一等奖学金
刘梦龙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7 一等奖学金
王思维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07 一等奖学金
冯思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8 一等奖学金
周英洪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0 一等奖学金
李松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3 一等奖学金
唐寅禹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0 一等奖学金
魏欣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7 一等奖学金
陈习玉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0 一等奖学金
涂瑾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1 一等奖学金
胥志强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6 一等奖学金
金科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31 一等奖学金
王宇枫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1 一等奖学金
刘云飞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0 一等奖学金
李志豪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6 一等奖学金
任瑞琦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1 一等奖学金
李兆伟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05 一等奖学金
王学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4 一等奖学金
阮宏博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7 一等奖学金
咸士山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7 一等奖学金
蒯金亮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6 一等奖学金
曹田明轩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87 一等奖学金
刘佳欣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196 一等奖学金
叶泓蕤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7 一等奖学金
王早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5 一等奖学金
张鹏宇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8 一等奖学金
陈亮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39 一等奖学金
黄姝琪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93 一等奖学金
富小鸥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6 一等奖学金
方欢欢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60 一等奖学金
王霄汉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6 一等奖学金
郭天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2 一等奖学金
周志君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4 一等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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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宇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5 一等奖学金
赵琪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5 一等奖学金
龚凌霄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2 一等奖学金
杨建豪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3 一等奖学金
王宇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1 一等奖学金
吕博文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9 一等奖学金
王雪嫣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2 一等奖学金
肖宇翔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0 一等奖学金
徐佳琪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67 一等奖学金
戢雅典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5 一等奖学金
夏晋云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88 一等奖学金
余虎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34 一等奖学金
唐颖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6 一等奖学金
刘俊诚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7 一等奖学金
汪印江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92 一等奖学金
王军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63 一等奖学金
邱彦珲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5 一等奖学金
陈思聪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1 一等奖学金
胡建峰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3 一等奖学金
高会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6 一等奖学金
吴子俊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1 一等奖学金
刘昆博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8 一等奖学金
游懋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89 一等奖学金
方馨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0 一等奖学金
王志颖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8 一等奖学金
张海文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198 一等奖学金
郑开欣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37 一等奖学金
郑博伦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5 一等奖学金
涂俊虎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8 一等奖学金
兰宇航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81 一等奖学金
李梦南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2 二等奖学金
王艳娇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84 二等奖学金
吴子豪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2 二等奖学金
熊晓峥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4 二等奖学金
赵熙妍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3 二等奖学金
谢田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9 二等奖学金
卢永光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0 二等奖学金
万禹壮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研2001 1049722004975 二等奖学金
贺斌鑫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4 二等奖学金
冯号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研2001 1049722004982 二等奖学金
刘港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1 二等奖学金
喻佳成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33 二等奖学金
赵熙杰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6 二等奖学金
邓钊琳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4 二等奖学金
彭莎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30 二等奖学金
陈祥勇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2 二等奖学金
李昆伦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0 二等奖学金



陶大甜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38 二等奖学金
吴丙霞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8 二等奖学金
王国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39 二等奖学金
王婧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1 二等奖学金
张曼洁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5 二等奖学金
刘傲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89 二等奖学金
杨涛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1803781 二等奖学金

高宏盛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7 二等奖学金
敖灿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5 二等奖学金
罗方维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9 二等奖学金
崔智炜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6 二等奖学金
李杨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2 二等奖学金

许江伟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88 二等奖学金
褚维达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34 二等奖学金
高雨航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5001 二等奖学金
赵华松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3 二等奖学金
袁昕一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46 二等奖学金
李莉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83 二等奖学金

刘福波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5 二等奖学金
任靖渊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67 二等奖学金
汤杨心泰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研2001 1049722004980 二等奖学金
黄远泽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5000 二等奖学金
王兆森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1914262 二等奖学金
熊莎莎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85 二等奖学金
汤玲菲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4 二等奖学金
王思晗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36 二等奖学金
潘灿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65 二等奖学金
朱昕涛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38 二等奖学金
杨立丞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4 二等奖学金
程萧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4 二等奖学金
路可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7 二等奖学金
杨仕超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64 二等奖学金
刘海波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5 二等奖学金
张艺璇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30 二等奖学金
谭唱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0 二等奖学金
饶志胜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0 二等奖学金
宋健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7 二等奖学金
梅锦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6 二等奖学金
司嘉维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2 二等奖学金
张文举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9 二等奖学金
张承禹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0 二等奖学金
李源昕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199 二等奖学金
李帅甫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0 二等奖学金
张杰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8 二等奖学金
周昶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5 二等奖学金
韩杰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21 二等奖学金
冯邢飞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84 二等奖学金



张菁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3 二等奖学金
张宇航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1 二等奖学金
吕韩阳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2 二等奖学金
周楠浩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7 二等奖学金
舒竹欣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3 二等奖学金
王依然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4 二等奖学金
刘念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9 二等奖学金
鲁久玲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8 二等奖学金
李承霖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9 二等奖学金
刘澳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8 二等奖学金
李开城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3 二等奖学金
李泽芳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2 二等奖学金
陈文琪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9 二等奖学金
吴陈宇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9 二等奖学金
王宇琦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20 二等奖学金
陈建希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9 二等奖学金
向石旭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3 二等奖学金
刘建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32 二等奖学金
万金杰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194 二等奖学金
牛猛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5 二等奖学金
岳野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2 二等奖学金
罗钧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4 二等奖学金
彭明鹏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66 二等奖学金
张加齐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6 二等奖学金
赖国良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197 二等奖学金
段赛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91 二等奖学金
朱睿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4 二等奖学金
刘帅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2 二等奖学金
王康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0 二等奖学金
尹倩茹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4 二等奖学金
桂新发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9 二等奖学金
周涛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4 二等奖学金
叶来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5 二等奖学金
朱师圆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62 二等奖学金
雷宇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6 二等奖学金
梁作栋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90 二等奖学金
李珺博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32 三等奖学金
武洁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研2001 1049722004979 三等奖学金

彭子健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85 三等奖学金
陆菲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86 三等奖学金
李冀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研2001 1049722004973 三等奖学金

黄晓锋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2 三等奖学金
梁坤林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29 三等奖学金
刘建雯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94 三等奖学金
陈梦绮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06 三等奖学金
邓志颖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03 三等奖学金
孙若涵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04 三等奖学金



邵贤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研2001 1049722004977 三等奖学金
黄万峰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9 三等奖学金
周涛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5 三等奖学金

陈文灿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7 三等奖学金
卢嘉祺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08 三等奖学金
邹思湛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37 三等奖学金
邵明奇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3 1049722005058 三等奖学金
程安雄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1 1049722004987 三等奖学金
张驰 信息与通信工程 信研2002 1049722005018 三等奖学金
唐圣威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9 三等奖学金
吴桐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2 三等奖学金
彭晶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3 三等奖学金
刘嘉琪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2 三等奖学金
蔡雨松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51 三等奖学金
夏立杨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9 三等奖学金
周文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6 三等奖学金
蔡晋安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26 三等奖学金
高凯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91 三等奖学金
王彬锋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5 三等奖学金
谭牧遥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83 三等奖学金
赵宇轩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9 三等奖学金
崔本宇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4 三等奖学金
汪亦臻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6 三等奖学金
刘正鑫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7 三等奖学金
汪伟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08 三等奖学金
陈宇飞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31 三等奖学金
刘志豪 电子信息 信研2006 1049732005141 三等奖学金
朱宁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100 三等奖学金
周卓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3 三等奖学金
付毅博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11 三等奖学金
王秦松 电子信息 信研2004 1049732005077 三等奖学金
杨燕杰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78 三等奖学金
豆正荣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7 三等奖学金
廖一冰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7 三等奖学金
贺斯迪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2 三等奖学金
王庆伟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68 三等奖学金
肖本德 电子信息 信研2008 1049732005211 三等奖学金
陈豪 电子信息 信研2007 1049732005188 三等奖学金
张子逸 电子信息 信研2005 1049732005103 三等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