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2018-2019学年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

序号 姓名 院系 专业 班级

1 何琴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本]思政18-1

2 陈玙如 经济学院 电子商务 [本]电子商务16-2

3 蒋春玲 经济学院 经济学 [本]经济学16-3

4 刘静 经济学院 保险学 [本]保险学17-1

5 刘岩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本]营销16-1

6 李甜甜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本]工业工程16-2

7 刘晓岚 管理学院 会计学 [本]会计学17-1

8 李芸茵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本]物管16-3

9 林雅兰 管理学院 会计学 [本]会计18-1

10 黄丽萍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本]工商16-2

11 张晨铭熠 管理学院 会计学 [本]会计学17(ACCA)

12 杨萍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汉文16-3

13 黄韬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本]网络新媒体17-1

14 范旋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本]汉语国际17-2

15 熊凌崧 外国语学院 翻译 [本]翻译16-2

16 何梓锴 外国语学院 翻译 [本]翻译17-2

17 刘浩浩 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本]视传16-2

18 史志远 美术与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本]产品设计17-3

19 陈洋 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学 [本]美术18-2

20 刘苇 音乐与舞蹈学院 音乐学 [本]音乐学16-1

21 刘屹 音乐与舞蹈学院 舞蹈表演 [本]舞蹈表演17-1

22 梁佳妮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工作 [本]社会工作17-1

23 邱泸谊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本]软工16-2

24 汪思德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本]物联网16-1

25 简文涛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本]信息安全17-2

26 魏坤明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本]软工17-1

27 何佳璘 理学院 化学 [本]化学17-3

28 张煦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本]信科17-1

29 雍美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本]成型18-4

30 秦霸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材料17-4

31 张天翼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本]机设16-6

32 李明璐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本]测控16-2

33 陈俊 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本]农机17-1

34 刘斌 机械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本]农机17-1

35 苏莹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本]水利17-3

36 夏小桥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本]能源17-4

37 王劲松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电气17-5

38 黄若兰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本]信息工程17-3



39 闵希瑶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电气18-4

40 王婷雯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电气18-7

41 吴昊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本]电气17-1

42 段林伶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城乡规划 [本]城乡规划16-1

43 韩月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建筑学 [本]建筑学16-2

44 雷婷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工程管理 [本]工程管理16-3

45 吴西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本]给排水17-3

46 唐一丹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城乡规划 [本]城乡规划15-1

47 岳琳琳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土木工程 [本]土木16-1

48 郑梓乐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工程造价 [本]工程造价16-3

49 李雨芹 汽车与交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本]汽服16-1

50 宋帅 汽车与交通学院 车辆工程 [本]车辆16-4

51 邹亚君 汽车与交通学院 交通工程 [本]交工16-2

52 王杰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本]生物16-1

53 张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食品18-3

54 吴艾玲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本]生物17-1

55 彭英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本]体育教育16-2

56 伍昱柯 知识产权学院、法学院 法学 [本]法学17-4

57 韦静 大健康管理学院 健康服务与管理 [本]健康服务18-2

58 王南川 航空航天学院 飞行器适航技术 [本]飞行器18-1

59 陈曦 西华学院 西华（制造大类） [本]西华（制造大类）17-1

60 骆柯玉 西华学院 西华（文） [本]西华（文）16-2

61 朱聪 应用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机电专18-1

62 莫芙容 应用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专]造价专18-2

63 黄翕 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 [专]会计专18-1

64 李姿 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 [专]会计专18-2

65 杨帆 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 [专]会计专18-3

66 黄月萍 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 [专]会计专17-1

67 朱恒利 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 [专]会计专17-2

68 陈燕梅 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 [专]会计专17-2

69 梁薪莉 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 [专]会计专17-3

70 吉玲 应用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专]学前专17-1

71 刁祖学 应用技术学院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专]铁运专17-2

72 肖茗文 应用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专]产设专17-1

73 周丽婷 应用技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专]产设专17-1

74 龙李威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西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本)成型(应用)16-1

75 康姝云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西华） 工程造价 [本]工程造价(应用)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