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动态调整学生认定情况公示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院系 专业 班级 培养层次 贫困档次
重点保障人群

类别
备注

1 唐雅灵 3120210701231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本]财务21-2 本科 困难

2 王晗 3120210708127 管理学院 审计学 [本]审计21-1 本科 特别困难 民政城乡低保

3 王菲 3120190771211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本]营销19-2 本科 困难

4 马燕 3320190795122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本]营销19(3)-1 本科 特别困难

5 李艳 3320190795110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本]营销19(3)-1 本科 困难

6 魏雪如 3320190795114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本]营销19(3)-1 本科 困难

7 陈怡帆 3120200201436 管理学院 会计学 [本]会计20(ACCA)-1 本科 困难

8 吕佳欣 3120200806413 管理学院 会计学 [本]会计20(ACCA)-1 本科 困难

9 张德丽 3120212301313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本]工业工程21-3 本科 一般困难

10 郑茂浩 3120212301330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本]工业工程21-3 本科 一般困难

11 马文露 3120212307323 管理学院 物流工程 [本]物流工程21-3 本科 特别困难 残疾家庭子女

12 杨娅玲 3120210709129 管理学院 资产评估 [本]资产评估21-1 本科 特别困难

13 罗溶珊 3120210709117 管理学院 资产评估 [本]资产评估21-1 本科 特别困难

14 孙蕾 3120210709125 管理学院 资产评估 [本]资产评估21-1 本科 困难

15 宋湛川 31202122012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思政21-2 本科 困难

16 杨存 312020220115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思政20-1 本科 困难

17 武晓龙 3120191704234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汉文19-2 本科 特别困难

18 朱笑乐 3120211771013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21-1 本科 困难

19 李馨怡 3120211771124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21-4 本科 困难

20 刘苏媛 3120210601127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1-1 本科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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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夏婷 3120200671256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1-1 本科 特别困难

22 罗鑫宇 3120210601515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1-5 本科 困难

23 何凤 3120190671084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本]给排水19-1 本科 特别困难

24 李俊霖 3120190673201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本]工程造价19-3 本科 一般困难

25 陈玉洁 3120190403122 西华学院 西华（电子信息大类） [本]西华电子信息(信息)19-1 本科 一般困难

26 林雅雯 3120204603224 大健康管理学院 心理学 [本]心理学20-2班 本科 特别贫困

27 杨恒杰 3120200306703 汽车与交通学院 车辆工程 [本]车辆20-7 本科 困难

28 陈超 3120190371142 汽车与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本]交运19-2 本科 困难

29 杨棚铭 3120210304416 汽车与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本]交工21-4 本科 困难

30 邹婕瑞 3120200371054 汽车与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本]交工20-2 本科 一般困难

31 李丽娜 3120200371067 汽车与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本]交工20-1 本科 一般困难

32 陈香羽 3120201205226 经济学院 保险学 [本]保险20-2 本科 特别困难

33 陈蕊 3120191203310 经济学院 电子商务 [本]电子商务19-3 本科 困难

34 沈嘉鑫 3120201201132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经济20-1 本科 困难

35 吴阳松 3120200371153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类 [本]航天类20-4 本科 特别困难

36 刘明鑫 3120204871098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类 [本]航天类20-4 本科 困难

37 刘小华 312019020122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材料19-2 本科 困难

38 黄安 312019020315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9-1 本科 困难

39 魏萍 212020085400091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2020级1班 硕士研究生 特别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