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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备注

1 王慧 ****117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一等

2 万珊宏 ****227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一等

3 柴博 ****513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一等

4 张瑜荣 ****611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二等

5 邴皓楠 ****014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一等 二等

6 吴建华 ****610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二等

7 王公岳 ****01X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二等

8 郑子航 ****096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二等

9 邹远棋 ****679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二等

10 毕佳俊 ****225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11 秦智强 ****03X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12 王统 ****014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一等

13 张子鹏 ****811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14 熊月程 ****420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15 张明扬 ****812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16 王浩 ****51X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17 徐永江 ****218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18 田梦婷 ****027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19 郭福源 ****515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20 张杨怡 ****128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一等

21 王广玺 ****816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22 刘瑞瑞 ****229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23 梁智超 ****135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24 上官凌霄 ****017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25 施雪晴 ****226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一等

26 李其宁 ****818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27 朱鑫 ****931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28 张宾 ****314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29 丰鲁阳 ****112 硕士 土木水利(085900) 一等

30 邓文丽 ****022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31 李珊珊 ****629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32 彭伟康 ****812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一等

33 赵江 ****895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34 王鹏 ****612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35 李瑞昌 ****056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一等

36 刘阳 ****515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37 王新星 ****329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38 叶呈森 ****413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39 董方琦 ****01X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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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阿卜杜海比
尔·阿卜杜
喀迪尔

****516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一等

41 于慧洋 ****427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一等

42 王建翎 ****054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二等

43 姜凤超 ****916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二等

44 莫云瑞 ****158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二等

45 杨金龙 ****255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二等

46 郑桂萍 ****086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二等

47 黎栿釜 ****016 硕士 土木水利(085900) 二等

48 岳嘉瑜 ****065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二等

49 毛小轩 ****23X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二等

50 付玉博 ****112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二等

51 韩仲禹 ****711 硕士 土木水利(085900) 二等

52 李桂芙 ****085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二等

53 唐壮 ****019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二等

54 李浩文 ****91X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二等

55 刘洋 ****619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二等

56 黄馨 ****829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二等

57 杨子昂 ****452 硕士 交通运输工程(082300) 二等

58 谭婷 ****028 硕士 交通运输(086100) 二等

59 柴卫强 ****716 硕士 土木工程(081400)

60 黄江涛 ****658 硕士 土木水利(085900)

上述名单即日起公示十个工作日。
监督电话：0451-86282116
电子信箱：shitingting@hit.edu.cn
联  系 人：石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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