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学年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国家助学金学生名单公示

序号 学院 班级 姓名 学号 助学金档次

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1 张富善 541902060127 一等助学金

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1 牛奔 541902060113 一等助学金

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1 崔时进 541902060103 二等助学金

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1 王泽世 541902060121 三等助学金

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1 纪佳兴 541902060107 三等助学金

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赵艺杰 541902060229 一等助学金

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夏培杰 541902060222 一等助学金

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周建勋 541902060230 二等助学金

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高天博 541902060204 二等助学金

1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申法伟 541902060215 二等助学金

1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成斌 541902060202 一等助学金

1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侯雪晴 541902060206 三等助学金

1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2 马昌龙 541902060212 三等助学金

1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葛会奇 541902060304 二等助学金

1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李永波 541902060309 二等助学金

1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王笑茹 541902060320 二等助学金

1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涂富豪 541902060318 二等助学金

1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彭良宇 541902060313 二等助学金

1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程莉 541902060302 三等助学金

2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胡志伟 541902060306 三等助学金

2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3 孙鹏 541902060317 三等助学金

2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4 孙玉亭 541902060417 一等助学金

2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4 陈亮 541902060401 一等助学金

2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4 于德华 541902060425 一等助学金

2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5 李倩 541902060508 二等助学金

2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5 梁钊铭 541902060509 二等助学金

2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5 钟东炎 541902060529 二等助学金

2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5 喻秒 541902060525 二等助学金

2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5 王警威 541902060519 三等助学金

3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5 谢红杰 541902060522 三等助学金

3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5 杨尧发 541902060524 三等助学金

3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6 史正浩 541902060615 一等助学金

3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6 崔明慧 541902060602 二等助学金

3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6 吴柯 541902060621 三等助学金

3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19-06 叶鹏涛 541902060624 三等助学金

3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1 邓宁涛 541921110104 一等助学金

3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1 邱剑英 541921110115 一等助学金

3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1 张照杰 541921110130 一等助学金

3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1 陈颖 541921110103 三等助学金

4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1 孙建成 541921110116 三等助学金

4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2 刘兵 541921110210 一等助学金



4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2 王鸿飞 541921110219 一等助学金

4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2 陈玉江 541921110203 一等助学金

4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2 丁雪琳 541921110204 三等助学金

4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19-02 张琴 541921110228 三等助学金

4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1 张龙飞 541904030128 一等助学金

4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1 陈娇 541904030103 一等助学金

4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1 涂江源 541904030120 一等助学金

4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1 丁腾飞 541904030106 二等助学金

5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1 陈威龙 541904030105 二等助学金

5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1 赵宇 541904030130 二等助学金

5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1 王岩 541904030121 三等助学金

5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2 聂文博 541904030218 一等助学金

5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2 刘凯文 541904030214 二等助学金

5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2 陈梦玲 541904030203 二等助学金

5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2 张航源 541904030226 二等助学金

5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2 冯静 541904030206 二等助学金

5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2 郭江洋 541904030207 三等助学金

5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19-02 田琳琳 541904030219 三等助学金

6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1 余继轲 542002060125 二等助学金

6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1 孙翊博 542002060116 三等助学金

6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1 张世威 542002060127 三等助学金

6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2 刘凯 542002060212 一等助学金

6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2 张天龙 542002060226 一等助学金

6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2 邢富荣 542002060222 二等助学金

6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2 薛文庆 542002060223 二等助学金

6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2 王龙祥 542002060219 三等助学金

6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2 何铭帅 542002060206 三等助学金

6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3 高梓琦 542002060305 一等助学金

7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3 廉永航 542002060312 一等助学金

7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3 石陈陈 542002060316 一等助学金

7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3 张文薄 542002060327 三等助学金

7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3 高浩文 542002060330 三等助学金

7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曾弘毅 542002060402 一等助学金

7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豆龙威 542002060404 一等助学金

7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吕岳 542002060414 二等助学金

7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陶政阳 542002060417 二等助学金

7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张晓超 542002060427 二等助学金

7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郭旭祥 542002060405 三等助学金

8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黄英源 542002060407 三等助学金

8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4 李丁 542002060429 三等助学金

8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5 曾佳琪 542002060502 一等助学金

8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5 陈顺达 542002060503 一等助学金

8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5 孟繁 542002060514 一等助学金



8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5 王创业 542002060518 二等助学金

8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5 胡欣梅 542002060506 三等助学金

8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6 韩松 542002060605 一等助学金

8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6 王栋群 542002060618 二等助学金

8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6 吴卿豪 542002060620 二等助学金

9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6 金晓毅 542002060608 三等助学金

9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6 李志浩 542002060610 三等助学金

9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0-06 刘阿辉 542002060612 三等助学金

9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1 李明 542021110112 一等助学金

9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1 王荣凯 542021110122 一等助学金

9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1 邓凯文 542021110106 二等助学金

9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1 陈双键 542021110103 三等助学金

9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1 闫曼果 542021110126 三等助学金

9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2 陈庆双 542021110202 一等助学金

9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2 程春礼 542021110204 一等助学金

10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2 连桠弘 542021110213 一等助学金

10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2 宋博 542021110217 一等助学金

10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2 王少杰 542021110221 一等助学金

10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0-02 吴思慧 542021110224 一等助学金

10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1 张尔豪 542004030125 一等助学金

10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1 程旺 542004030104 二等助学金

10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1 方为祯 542004030106 二等助学金

10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1 蔡晶晶 542004030102 三等助学金

10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1 谢梦情 542004030123 三等助学金

10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2 陈壮 542004030202 二等助学金

11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2 代亚超 542004030203 三等助学金

11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2 宁旭超 542004030215 三等助学金

11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0-02 易姿秀 542004030224 三等助学金

11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1 陈彤 542102060102 一等助学金

11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1 吕佳浩 542102060114 一等助学金

11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1 彭长俊 542102060116 一等助学金

11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1 付良璨 542102060104 三等助学金

11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1 靳佳萌 542102060108 三等助学金

11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1 王子涵 542102060120 三等助学金

11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1 朱铎 542102060129 三等助学金

12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2 黄湖生 542102060207 一等助学金

12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2 李中华 542102060211 一等助学金

12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2 王赫杰 542102060230 三等助学金

12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2 袁世通 542102060224 三等助学金

12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3 陈冬鹏 542102060301 一等助学金

12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3 尹梦雨 542102060323 二等助学金

12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3 朱赞龙 542102060329 二等助学金

12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3 郭亚轩 542102060305 三等助学金

12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4 聂豪爽 542102060415 一等助学金



12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4 刘祥 542102060412 二等助学金

13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4 鲁远航 542102060413 二等助学金

13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4 王闯 542102060418 二等助学金

13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4 尹旺滨 542102060423 二等助学金

13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4 孙林晶 542102060417 三等助学金

13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4 张佳静 542102060425 三等助学金

13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5 尹亚文 542102060523 一等助学金

13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5 陈凯 542102060501 二等助学金

13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5 李文佳 542102060510 二等助学金

13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5 王洪斌 542102060518 二等助学金

13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6 王建成 542102060618 一等助学金

14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6 李文良 542102060610 三等助学金

14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1-06 余格丽 542102060623 三等助学金

14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1-01 王志宇 542121110121 一等助学金

14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1-01 叶威力 542121110125 二等助学金

14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1-01 刘明明 542121110111 三等助学金

14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1-01 王锦涛 542121110118 三等助学金

14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1-02 庞锦涛 542121110214 一等助学金

14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1-02 曹哲彬 542121110201 二等助学金

14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1-01 黄永腾 542104030108 一等助学金

14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1-01 佘昶霖 542104030116 一等助学金

15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1-01 宋佳哲 542104030118 二等助学金

15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1-02 何宗霜 542104030206 一等助学金

15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1-02 吴金钊 542104030220 一等助学金

15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1-02 高子寒 542104030204 三等助学金

15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1-02 刘梦雨 542104030212 三等助学金

15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1 张彦赟 542202060128 二等助学金

15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1 巩固 542202060106 二等助学金

15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1 黄锐道 542202060109 三等助学金

15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1 程伊龙 542202060104 三等助学金

15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1 金瑞姣 542202060110 三等助学金

16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2 鲍祎祥 542202060201 二等助学金

16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2 贺宗虎 542202060208 二等助学金

16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蔡语 542202060301 一等助学金

16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刘嘉宁 542202060314 一等助学金

16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李思涵 542202060311 二等助学金

16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王佳贺 542202060319 二等助学金

16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张婧雯 542202060326 二等助学金

16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张滨舒 542202060325 二等助学金

16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唐佳萱 542202060318 二等助学金

16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侯建丞 542202060308 二等助学金

17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张洋洋 542202060328 三等助学金

17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3 王宇童 542202060320 三等助学金

17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4 陈贺峰 542202060402 一等助学金

17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4 段梦博 542202060404 一等助学金



17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4 李志豪 542202060412 一等助学金

17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4 姬祥 542202060409 二等助学金

17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4 吴秀邦 542202060420 三等助学金

17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张浩楠 542202060525 一等助学金

17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尚威 542202060516 一等助学金

17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周圣朝 542202060529 二等助学金

18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刘浩 542202060513 二等助学金

18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张梓尚 542202060528 三等助学金

18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韩明德 542202060507 三等助学金

18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武斌 542202060521 三等助学金

18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严子成 542202060523 三等助学金

18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刘鹏辉 542202060514 三等助学金

18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5 江志勇 542202060509 三等助学金

18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6 郭超杰 542202060606 一等助学金

18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6 程琪然 542202060603 二等助学金

18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6 马壮壮 542202060615 二等助学金

19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6 刘婉贞 542202060614 二等助学金

19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22-06 梁慧琳 542202060612 三等助学金

19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1 李龙艺 542221110111 一等助学金

19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1 任芝衣 542221110116 二等助学金

19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1 赵梓邑 542221110129 二等助学金

19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1 杨宽 542221110126 二等助学金

19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2 和广鑫 542221110207 一等助学金

19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2 周习昆 542221110230 一等助学金

19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2 乔少端 542221110215 一等助学金

19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2 刘嘉伟 542221110213 二等助学金

20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22-02 刘云飞 542221110214 二等助学金

20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安赛营 542204030101 一等助学金

20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李桐岩 542204030111 一等助学金

20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徐金耀 542204030122 二等助学金

20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刘威 542204030114 二等助学金

205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黄雅雯 542204030110 二等助学金

206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陈俊烨 542204030130 二等助学金

207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张梓彤 542204030127 二等助学金

208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1 范存涛 542204030108 二等助学金

209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2 周子婷 542204030229 二等助学金

21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2 苗成才 542204030215 二等助学金

21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2 胡玉馨 542204030209 二等助学金

21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2 程明明 542204030204 二等助学金

21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22-02 刘杰懿 542204030212 三等助学金

说明：1、此公示名单为国家助学金公示名单。2、公示时间是2022年10月3日-2022年10月7日，共5天
。3、如对上述名单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到工程楼410办公室反映，联系电话：0371-86608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