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辆工程学院拟推荐参评学院2020-2021年度国家助学金名单公示

序号 院系 专业 班级 姓名 性别 学号 受助等级

1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于豪 男 202022630824 一等

2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付立士 男 202022630819 一等

3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糜智超 男 202022630820 一等

4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陈贺福 男 202022630738 一等

5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马永栋 男 202022630715 一等

6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任斌钢 男 202022630702 一等

7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张峰 男 202022630734 一等

8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洪宝龙 男 202022630721 一等

9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施大茂 男 201922630636 一等

10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曾森森 男 201922630605 一等

11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杨淼淼 男 201922630609 一等

12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黄章苏 男 201922630530 一等

13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雷凌吉 男 201922630512 一等

14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何畅 男 201922630513 一等

15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吴福鑫 男 201922630434 一等

16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4 向漾明 男 201922630437 一等

17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8303 龙岳峰 男 201822630235 一等

18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8302 杨秀磊 男 201822630218 一等

19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8302 陈瑞源 男 201822135706 一等

2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汽制18306 龙强 男 201822231320 一等

2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汽制20315 张维 女 202022231501 一等

2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汽制20315 李智强 男 202022231518 一等



2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李林森 男 201922231433 一等

2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邓文杰 男 201922231412 一等

2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欧阳峰 男 201922231418 一等

2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满志强 男 201922231428 一等

2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8313 申伟明 男 201822231301 一等

28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余鎏 男 202022136302 一等

2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龙宏斌 男 202022136330 一等

3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樊湘杰 男 202022136316 一等

3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邓华韬 男 202022136230 一等

3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维修与检测 汽修20362 周彪 男 202022136208 一等

3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田浪 男 202022136220 一等

3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邓钰 男 202022136219 一等

3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刘臻 男 201922136002 一等

3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黄超 男 201922136025 一等

3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肖佰政 男 201922135902 一等

38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李文浩 男 201922135910 一等

3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庞超 男 201922135904 一等

4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杨帅 男 201922135912 一等

4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贺楚楚 男 201922135929 一等

4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吴繁忠 男 201922135811 一等

4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邱志强 男 201922135827 一等

4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曾庆忠 男 201922135822 一等

4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杨枫 男 201922135828 一等

4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张涛 男 201922135829 一等

4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阳治国 男 201922135821 一等



48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7 黄石斌 男 201822135713 一等

4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7 李钦鹏 男 201822135709 一等

5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7 张楚辉 男 201822135715 一等

5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6 陈俊 男 201822135612 一等

5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6 戴聪 男 201822135603 一等

53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20307 刘健 男 202022830716 一等

54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20307 杨海鹏 男 202022830754 一等

55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9305 陈武 男 201922830503 一等

56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9305 龚绿萍 女 201922830512 一等

57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任浩然 男 201622650104 一等

58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朱贾乐 男 201622650132 一等

59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唐雨欣 男 201622650109 一等

序号 院系 专业 班级 姓名 姓别 学号 受助等级

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汽制18306 赵爱斌 男 201822231322 二等

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张义 男 201922231424 二等

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李开淼 男 202022136310 二等

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李志明 男 202022136323 二等

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潘岳 男 202022136213 二等

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维修与检测 汽修20362 欧阳根廷 男 202022136225 二等

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付飞宇 男 202022136212 二等

8 车辆工程学院 汽修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胡飞龙 男 201922436027 二等

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宋淼林 男 201922135818 二等

1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杨晓 男 201922135830 二等

1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曾鸿发 男 201922135907 二等



12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莫烨平 男 201622650106 二等

13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8303 欧阳成 男 201822630238 二等

序号 院系 专业 班级 姓名 姓别 学号 受助等级

1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蒲泉玉 男 202022630840 三等

2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周佩 男 202022630804 三等

3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何浩飞 男 202022630836 三等

4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黄哲昊 男 202022630806 三等

5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王启宇 男 202022630807 三等

6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8 毛良 男 202022630823 三等

7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戴博 男 202022630726 三等

8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黄磊 男 202022630733 三等

9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唐晖 男 202022630714 三等

10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刘诚 男 202022630710 三等

11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李俊豪 男 202022630728 三等

12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何鹏 男 202022630708 三等

13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陈湘斌 男 201922630611 三等

14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王志成 男 201922630631 三等

15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谢承杰 男 201922630630 三等

16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陈泽裔 男 201922630614 三等

17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李豪森 男 201922630622 三等

18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6 曹龙睿 男 201922630633 三等

19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杨定超 男 201922630527 三等

20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饶思捷 男 201922630529 三等

21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徐湖剑 男 201922630525 三等



22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何利升 男 201922630510 三等

23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彭词磊 男 201922630517 三等

24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周雨 男 201922630515 三等

25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谭国栋 男 201922630501 三等

26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9305 刘招 男 201922630516 三等

27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姜通 男 201922630416 三等

28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李伊诺 女 201922630403 三等

29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叶挺 男 201922630426 三等

30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赵陈梁 男 201922630428 三等

31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龙敦威 男 201922630430 三等

32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陈金涛 男 201922630407 三等

33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9304 梁宇辉 男 201922630409 三等

34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8302 赵藓槟 男 201822630314 三等

35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专业 新能源18302 李登涛 男 201822630205 三等

36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8302 石稚田 男 201822630217 三等

37 车辆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18303 廖利 男 201822630227 三等

38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汽制18306 蒋万清 男 201822231323 三等

3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汽制20315 匡文惠 女 202022231510 三等

4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 汽营汽制20315 魏季清 男 202022231524 三等

4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汽制20315 李锦程 男 202022231511 三等

4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汽营汽制20315 唐茂達 男 202022231516 三等

4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黄元竖 男 201922231431 三等

4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吕湖东 男 201922231432 三等

4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潘少文 男 201922231422 三等

4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潘旺 男 201922231421 三等



4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陈杨柳 男 201922231402 三等

48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谢志伟 男 201922231401 三等

4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汽营19314 廖紫娉 女 201922231404 三等

5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维修与检测 汽修20362 范顺辉 男 202022136206 三等

5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李洪林 男 202022136209 三等

5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曾文武 男 202022136215 三等

5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蒋玉强 男 202022136228 三等

5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2 武棣荣 男 202022136205 三等

5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唐宇 男 202022136328 三等

5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黎广 男 202022136312 三等

5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20363 王勇 男 202022136305 三等

58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盘少雄 男 201922136020 三等

5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彭天武 男 201922136013 三等

6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向文涛 男 201922136026 三等

6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何加豪 男 201922436035 三等

6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陈振 男 201922436022 三等

6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60 黄友康 男 201922436029 三等

6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李定 男 201922135905 三等

6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罗衡 男 201922135931 三等

6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周深 男 201922135909 三等

6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王俞钟 男 201922135908 三等

68 车辆工程学院 汽修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张广聪 男 201922135918 三等

6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何文斌 男 201922135926 三等

70 车辆工程学院 汽修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9 侯荣 男 201922135932 三等

7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龚涛 男 201922135820 三等



7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魏喜 男 201922135809 三等

7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蔡迎春 男 201922135819 三等

7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佘征园 男 201922135815 三等

75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王俊峰 男 201922135824 三等

76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廖文卓 男 201922135803 三等

77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9358 张思源 男 201922135832 三等

78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7 何聪 男 201822135721 三等

79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7 罗先顺 男 201822135723 三等

80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7 宋健 男 201822135701 三等

81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7 邬庆全 男 201822135705 三等

82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6 曾奇峰 男 201822135621 三等

83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6 孙红亮 男 201822135623 三等

84 车辆工程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修18356 王敏 男 201822135626 三等

85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20307 胡雅琴 女 202022830748 三等

86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20307 唐兴宏 男 202022830753 三等

87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20307 吴昊 男 202022830715 三等

88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20307 谭智敏 男 202022830711 三等

89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20307 桂青砖 男 202022830752 三等

90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9305 杨锡耀 男 201922830518 三等

91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9305 袁吉德 男 201922830517 三等

92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有技术 农装19305 朱颖 女 201922830511 三等

93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9305 刘冰蕾 女 201922830502 三等

94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李健龙 男 201622650122 三等

95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唐义波 男 201622650116 三等

96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刘强盛 男 201622650131 三等



97 车辆工程学院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农装16501 雷胜利 男 201622650124 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