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学号 性别 民族

1 罗金飞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0012 男 汉族

2 杨镇豪 智能制造系 模具设计与制造 20180073 男 汉族

3 王俊清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2370 男 汉族

4 何军良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1248 男 汉族

5 杨雯雯 智能制造系 数控技术 20181787 女 汉族

6 张杰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2216 男 汉族

7 胡勇杰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3351 男 彝族

8 胡天林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3595 男 汉族

9 罗荣兴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2342 男 汉族

10 杨玉辉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83476 男 汉族

11 闵洋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2958 男 汉族

12 陈贵权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0276 男 汉族

13 刘先锋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82580 男 汉族

14 王林烽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80009 男 汉族

15 段富鑫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0811 男 汉族

16 黄洪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80061 男 汉族

17 代同堂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3632 男 汉族

18 阳彪 智能制造系 数控技术 20180182 男 汉族

19 夏青松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81062 男 汉族

20 李兴伟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3368 男 汉族

21 周方杰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82453 男 汉族

22 廖钰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83044 男 汉族

23 翟旭 智能制造系 数控技术应用 20182077 男 汉族

24 钱兴贵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2653 男 汉族

25 胡一博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2711 男 汉族

26 杨卓辰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1788 男 汉族

                  公示
      经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系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
小组的评审，拟推荐以下62名同学获得2019—2020学年国家励志
奖学金，现予以公示，公示日期：2020.10.26-10.29，若有异
议，请到三教201办公室或致电1898234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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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曾洪楠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2637 男 汉族

28 李治君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1039 男 汉族

29 刘沁松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3586 男 汉族

30 钟玉玲 智能制造系 汽车营销与服务 20181134 女 汉族

31 唐松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83255 男 汉族

32 杨星福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3613 男 傈僳族

33 王泽宇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1601 男 汉族

34 张胜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80457 男 汉族

35 陈映同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92917 男 汉族

36 林祥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91760 男 汉族

37 杨遂川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93119 男 汉族

38 陈金楷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0846 男 汉族

39 阳星月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0919 女 汉族

40 杨俊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5007 男 汉族

41 刘锦秋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91012 女 汉族

42 吴彪 智能制造系 数控技术应用 20190630 男 汉族

43 袁明君 智能制造系 数控技术应用 20192352 男 汉族

44 彭颖康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3451 男 汉族

45 赵熠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92894 男 汉族

46 黄丽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1017 女 汉族

47 吴恩龙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90283 男 汉族

48 张文垠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90549 男 彝族

49 张珀恺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2602 男 汉族

50 雷财林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93545 男 汉族

51 罗清心 智能制造系 新能源汽车技术 20191319 男 汉族

52 任嘉欣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0191234 男 汉族

53 贺绵凡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92508 男 汉族

54 任伟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90320 男 汉族

55 赵光辉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2699 男 汉族

56 李天宝 智能制造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192600 男 汉族

57 杨洪 智能制造系 新能源汽车技术 20191181 男 汉族

58 王康杰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2619 男 苗族

59 黄明豪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2068 男 汉族

60 升土拉古 智能制造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 20190782 男 彝族

61 陈利 智能制造系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192104 男 汉族

62 罗杰 智能制造系 模具设计与制造 20190983 男 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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