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2019年学生学科竞赛奖励一览表
2019年“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浙江赛区阅读大赛（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浙江赛区二等奖 李毅宏 2016810201008 英语1601班 300
二类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第二十五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浙江赛区）（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浙江赛区三等奖 孙庆 2017810201077 英语1703班 100
二类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100

2019年第24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可口可乐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2019.3）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季军 顾佳佩 2015810201077 英语1503 /
二类（补差额）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浙江省第十七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2019.12）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三等奖

季倡鑫 2016811003008 编导1601

300
一类

伍贤龙 2016811003052 编导1602

陈柯宇 2016811003001 编导1601

王前胜 2016811003019 编导1601

唐梓宸 2016811003049 编导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第12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2019.9）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国赛三等奖

张怡 2017811003054 编导1702

500

二类

宗嘉敏 2017811003060 编导1702

闫鹤颖 2017811003048 编导1702

徐淼 2017811003047 编导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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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赛三等奖

曹夕冉 2017811003033 编导1702

500

二类

国赛二等奖

金苗苗 2016811003010 编导1601

800国梦莹 2016811003006 编导1601

任凯 2016811003016 编导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1300

2019年（第12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浙江赛区）（2019.8）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赛一等奖

金苗苗 2016811003010 编导1601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二类

国梦莹 2016811003006 编导1601

任凯 2016811003016 编导1601

省赛一等奖

宗嘉敏 2017811003060 编导1702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闫鹤颖 2017811003048 编导1702

徐淼 2017811003047 编导1702

曹夕冉 2017811003033 编导1702

省赛二等奖

刘宣彤 2015811003050 编导1502

300
林颖 2015811003019 编导1501

沈碧欢 2015811003056 编导1502

董昊宇 2015811003005 编导1501

省赛三等奖
徐通 2017811003020 编导1701  

100
施涵秋 2016811002016 主持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400

2019年第2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第二十届大学生原创影片大赛（2019.4）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入围奖

王建禄 2015811003060 编导1502

/

艺术类(未经省赛选
拔）

周燊 2015811003072 编导1502

陈莹洁 2015811003004 编导1501

入围奖
蔡剑则 2015811003002 编导1501

/
杜家宾 2015811003007 编导15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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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省“江南舞韵”舞蹈比赛（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作品表演奖

徐程 2016810907016 舞蹈1601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艺术类

高茜茜 2017810907004 舞蹈1701

章华旸 2017810907026 舞蹈1701

黄琬晴 2017810907008 舞蹈1701

余静 2017810907023 舞蹈1701

姚思怡 2017810907021 舞蹈1701

章寒焱 2017810907025 舞蹈1701

方施懿 2017810907002 舞蹈1701

余颜桐 2017810907024 舞蹈1701

张颜舒 2017810907027 舞蹈1701

张晓玥 2016810907025 舞蹈1601

王群超 2017810907017 舞蹈1701

林洋帆 2016810907007 舞蹈1601

胡迈颀 2017810907007 舞蹈1701

赵珂悦 2016810907026 舞蹈1601

王溢凡 2016810907015 舞蹈1601

孙雅慧 2016810907012 舞蹈1601

叶思雨 2016810907018 舞蹈1601

沈寅婕 2017810907013 舞蹈1701

叶文雪 2017810907022 舞蹈1701

徐叶绮 2016810907017 舞蹈1601

刘新月 2017810907012 舞蹈1701

李可欣 2016810907006 舞蹈1601

王意 2016810907014 舞蹈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8年未来金话筒主持人大赛（2019.3）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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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施季雨 2016811002017 主持1601 /
艺术类（未经省赛选

拔）
二等奖 娄瑞颜 2016811002050 主持1602 /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声优大赛（2019.4）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二等奖

俞雨晨 2016811002067 主持1602

300 艺术类

曹恩恺 2016811002001 主持1601

陈子晗 2016811002040 主持1602

骆昇 2016811002051 主持1602

周晶晶 2016811002074 主持16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TI杯）（2019.9）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二等奖

方聪聪 2016810401044 电子1602

500

一类

刘兴亚 2017810401020 电子1701

祝贺 2017810401044 电子1701

省三等奖

林梦成 2017810401059 电子1702

300林雨铭 2017810401060 电子1702

罗佳 2017810401061 电子1702

省三等奖

王明岩 2017810401069 电子1702

300周翔 2017810401085 电子1702

雷昌硕 2017810401013 电子1701

省三等奖

张文剑 2016810401081 电子1602

300陈家硕 2017810401001 电子1701

郑浩磊 2017810401043 电子1701

省三等奖

王逸桢 2016810401026 电子1601

300梁国祯 2017810401018 电子1701

陈庆杰 2017810401046 电子1702

成功参赛奖

刘家乐 2016810401054 电子16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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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参赛奖 尹泽路 2017810401077 电子1702 100

一类

郑江楷 2017810401082 电子1702

成功参赛奖

邢家浩 2016810401030 电子1601

100郝弘磊 2017810401051 电子1702

王耀阳 2017810401070 电子1702

成功参赛奖

郑伟亮 2017810401083 电子1702

100黄文杰 2017810401054 电子1702

沈昊 2017810401064 电子1702

成功参赛奖

张晨 2017810401037 电子1701

100应旭潮 2017810401036 电子1701

韩齐 2017810401008 电子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100

2019年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工业设计竞赛（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三等奖

邵莹莹 2016810406017 工业1601

300

一类

金施妤 2016810406006 工业1601

徐康敏 2017810406024 工业1701

省三等奖

何琼 2015810406007 工业1501

300李如依 2017810406009 工业1701

俞佳莹 2017810406027 工业1701

省三等奖

张怡婷 2015810406028 工业1501

300梁雨霞 2017810406010 工业1701

钱薇 2017810406011 工业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9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2019.8）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三等奖

陆健 2018810503056 化学1802

300
一类

徐波 2018810503066 化学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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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等奖 鲍希希 2018810503042 化学1802 300
一类

许诚慧 2018810503031 化学1801

郑浩宇 2018810503075 化学18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单县长寿之乡杯·第七届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大赛（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全国三等奖

陈乐瑞 2017810503083 高分子1701

100

二类

洪秋林 2017810503092 高分子1701

傅楚云 2017810503090 应化1702

朱佳妮 2017810503081 应化1702

方艺 2017810503088 应化1702

全国三等奖

郭必泛 2016810502010 高分子1601

100

潘婷 2016810502019 高分子1601

张超 2016810502032 高分子1601

陈乐瑞 2017810503083 高分子1701

洪秋林 2017810503092 高分子1603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2018.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二等奖

潘婷 2016810502019 高分子1601

300

二类

张超 2016810502032 高分子1601

郭必泛 2016810502010 高分子1601

省三等奖

陈乐瑞 2017810503083 高分子1701

100

洪秋林 2017810503092 高分子1701

傅楚云 2017810503090 应化1702

朱佳妮 2017810503081 应化1702

方艺 2017810503088 应化1702

省三等奖

祝炜轲 2017810503121 高分子1701

100

方晓军 2017810503087 高分子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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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三等奖 顾俊潇 2017810503091 高分子1701 100 二类

夏远乾 2017810503070 高分子1701

焦志鹏 2017810503015 机械1701

省三等奖

徐炜佳 2017810503031 高分子1701

100

孙园 2017810503026 高分子1701

陆凯 2017810503022 高分子1701

王贻 2017810106057 经济1701

侯爵 2017830403009 机械1703

省三等奖
冯家炎 2017810503089 高分子1701

100
刘星雨 2017810503020 高分子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700

2019年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三等奖

郭赵璇 2017810503052 应化1702

300
一类

高骏涛 2017810503051 应化1702

胡飘洒 2017810503054 应化1702

张一品 2017810503078 应化1702

梁帅瑛 2017810503058 应化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 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数模美赛）（2019.2）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成功参赛奖

杨霁楷 2016810402079 数学1601

300

二类

蔡嘉佳 2016810301002 数学1601

黄俊杰 2016810301011 数学1601

成功参赛奖

朱璐雅 2016810301044 数学1601

300贾晨曦 2016810402011 计算机1601

段凌风 2016810402005 计算机1601

成功参赛奖

胡梦婷 2016810301008 数学1601

300段慧玲 2016810301005 数学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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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参赛奖

安红菊 2016810301001 数学1601

300

二类
成功参赛奖

刘佳 2016810301016 数学1601

300梁瑾 2016810301015 数学1601

朱紫莹 2016810301045 数学1601

成功参赛奖

王震昊 2017810301036 数学1701

300胡少杰 2017810301009 数学1701

梁桓瑞 2017810301017 数学1701

成功参赛奖

王泽诚 2017810301035 数学1701

300陈佳荟 2017810301002 数学1701

黄紫颖 2017810301012 数学1701

成功参赛奖

沈康力 2016810301040 数学1701

300黄锦妍 2016810301010 数学1701

张泮 2016810301040 数学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100

2019年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化学竞赛（2019.8）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二等奖

俞韩啸 2017810503035 应化1701

500
一类

鲁洁欢 2017810503021 应化1701

林官 2017810503059 应化1702

谢大为 2017810503029 应化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500

2019年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应用大赛竞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三等奖

孔令继 2016830402011 计算机1603

300
一类

林燚浩 2016830402014 计算机1603

楼中煊 2016830402016 计算机1603

黄旭聪 2016830402009 计算机1603

胡弘璋 2016830402008 计算机1603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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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省第十六届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三等奖

包铁磊 2016810403001 机械1601

300
一类

雷自涛 2016810403014 机械1601

陈童梁 2016810403005 机械1601

黄兴楠 2016810403012 机械1601

成益嘉 2016810403006 机械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三等奖

李海鹏 2016810403015 机械1601

2018年省一作品，就高奖
励

一类
徐超 2016810403035 机械1601

王斌 2016810401023 电子1601

蒙天乐 2016810403023 机械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机器人竞赛（2019.5）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二等奖
黄勇良 2017810403012 机械1701

500
一类周翔 2017810401085 电子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500

2019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浙江赛区（2019.9）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二等奖

黄锦妍 2016810301010 数学1601

500
一类

杨霁楷 2016810402079 数学1601

朱璐雅 2016810301044 数学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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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男子甲组铁饼第五名 郭旭杰 2017810406003 工业1701 400 体育类5/33

男子甲组铅球第七名 郭旭杰 2017810406003 工业1701 400 体育类7/34

女子甲组铁饼第八名 章雨婷 2018811003062 编导1802 400 体育类8/26

女子丙组跳远第四名 娄曌轩 2018810803081 社体1804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女子丙组400米栏第六名 徐飞雅 2018810803085 社体1804 /

女子丙组七项全能第五名 俞杉莹 2018810803086 社体1804 /

男子丙组110米栏第四名 朱浩霖 2018810803049 社体1802 /

男子丙组110米栏第五名 方腾 2017810803052 社体1703 /

男子丙组跳高第五名 周奕凯 2019810803071 社体1903 /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12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阳光项目比赛（2019.4）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拔河一等奖

薛崴杰 2018810402040 计算机1801

200

参照艺术类奖励

贺一晟 2018810402015 计算机1801

杨育星 2017810201112 英语1704

戴文彬 2017810201033 英语1702

绍济杨 2018810103047 电商1802

周逸轩 2017810104036 旅游1701

陈群豪 2018810106005 营销1801

俞芳 2017810701025 护理1701

胡雨薇 2018810103012 电商1801

刁诚潇 2017810108009 会计1701

陈瑜洁 2018810701118 护理1802

王柯 2017810101058 经济1702

广播操二等奖

李颖 2017810112016 旅游1706

/

金骆丹平 2017810112012 旅游1706

金雨卉 2017810112013 旅游1706

金乐怀 2018810112050 空乘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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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操二等奖
陈奕凝 2018810112042 空乘1802

/

参照艺术类奖励

李若铭 2018810112053 空乘1802

施巧妮 2018811303035 视传1801

王心怡 2018810201045 临床1802

郑开心 2018810103664 电商1802

姜羽婷 2018811303050 视传1802

3分钟10人长绳“8”字跳二等奖

朱冰杰 2018810701109 护理1804

/

周时旭 2018810503115 中文1801

俞灵吉 2018810701145 护理1804

胡梦漪 2018811303048 视传1802

项晖 2018810201136 外语1805

杨文思 2018810301037 数学1801

刘超程 2018811003013 编导1802

高源 2018811303047 视传1802

王伟豪 2018810503092 化学1803

高用兴 2018811103006 陈设1801

方佳晨 2018811303046 视传1802

邵剑威 2018810402066 计算机1802

趣味拓展二等奖

王赞 2018810106053 营销1802

/

李振生 2016810106052 营销1801

杨敬硕 2018810701144 电商1801

赵慕天 2018810601045 社工1801

卫哲奇 2018810201075 英语1803

刘嘉少全 2018811002017 主持1801

倪珊 2018810701130 护理1804

王琪琦 2018810106053 营销1802

程薇霓 2017811103005 陈设1701

谢依琪 2017811103019 陈设1701

30秒单摇二等奖 朱冰杰 2018810701109 护理1804 /

30秒单摇二等奖 俞灵吉 2018810701145 护理1804 /

30秒单摇二等奖 胡梦漪 2018811303048 视传1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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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秒单摇三等奖 周时旭 2018810503115 中文1801 /

参照艺术类奖励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足球球比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第六名

吕鸿亮 2016810803013 社体1601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余镐哲 2016810803037 社体1602

陆佳聪 2016810803027 社体1602

刘俊杰 2017810803010 社体1701

陈慈杰 2016810803022 社体1602

张公 2018810803045 社体1802

裴温泽 2018810803038 社体1802

徐港国 2016810803016 社体1601

邬槟檑 2016810803033 社体1602

吴梦鹏 2016810803035 社体1602

王煜恒 2017810803018 社体1701

陈拓辰 2017810803001 社体1702

陈铎 2018810803052 社体1803

詹锋锋 2016810803040 社体1602

郑英健 2016810803021 社体1601

高天阳 2016810803005 社体1601

高传杰 2016810803025 社体1602

杨陈伟 2015810803018 社体1501

许良清 2015810803052 社体1501

葛铮言 2015810803067 社体1503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羽毛球比赛（2019.5）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男子单打第四名 徐汉泽 2016810803036 社体1602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男子单打第五名 姚加劲 2016810803019 社体1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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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双打第五名
姚加劲 2016810803019 社体1601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余超 2015810803020 社体15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网球锦标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丙组女子团体第二名 张梦婷杨林青等
5人

2015810803084 社体1504 500 体育类2/5

丙组男子团体第三名 胡佳豪钱陈洲等
5人

2015810803005 社体1501 400 体育类3/6

丙组男女混双第一名
胡佳豪 2015810803005 社体1501

400 体育类1/4
张梦婷 2015810803084 社体1504

丙组男子双打第一名
钱陈洲 2015810803013 社体1501

500 体育类1/8
陈浩 2016810803002 社体1601

丙组女子单打第五名 杨林青 2016810803084 社体1604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丙组女子双打第五名
朱鑫璐 2016810803089 社体1604

/
林晨馨 2017810803075 社体1704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18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游泳比赛(2019.5)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丙组女子100米自由泳第二名 沈钰琪 2016810803077 社体1604 1000 体育类2/8

丙组女子200米自由泳第二名 沈钰琪 2016810803077 社体1604 500 体育类2/5

丙组女子100米蛙泳第二名 廖琳琳 2016810803069 社体1604 1000 体育类2/8

丙组女子200米蛙泳第三名 廖琳琳 2016810803069 社体1604 500 体育类3/9

丙组男子100米仰泳第三名 丁鼎 2015810803051 社体1503 500 体育类3/9

丙组男子100米蝶泳第三名 孙鑫华 2015810803016 社体1501 500 体育类3/6

甲组女子100米仰泳第一名 严语 2018810201138 英语1805 2000 体育类1/20

甲组女子50米仰泳第二名 严语 2018810201138 英语1805 1000 体育类2/17

甲组女子50米蛙泳第五名 金秋 2018810106043  法学1802 400 体育类5/30

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第八名 金秋 2018810106043  法学1802 400 体育类8/18

丙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第二名

沈钰琪 2016810803077 社体1604

1000 体育类2/6
廖琳琳 2016810803069 社体1604

第 13 页，共 30 页



丙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第二名
裴淑婷 2016810803074 社体1604

1000 体育类2/6

沈伊静 2016810803076 社体1604

丙组女子4*50米混合泳接力第三名

沈钰琪 2016810803077 社体1604

500 体育类3/7
廖琳琳 2016810803069 社体1604

裴淑婷 2016810803074 社体1604

沈伊静 2016810803076 社体1604

丙组女子50米蝶泳第四名 裴淑婷 2016810803074 社体1604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丙组女子50米仰泳第五名 沈伊静 2016810803076 社体1604 /

丙组女子50米自由泳第五名 沈伊静 2016810803076 社体1604 /

丙组女子50米自由泳第六名 裴淑婷 2016810803074 社体1604 /

丙组男子100米蝶泳第四名 郑康琦 2017810803022 社体1701 /

丙组男子200米自由泳第四名 孟警剑 2016810803014 社体1601 /

丙组男子50米蝶泳第五名 孙鑫华 2015810803016 社体1501 /

丙组男子50米自由泳第五名 孟警剑 2016810803014 社体1601 /

丙组男子200米自由泳第五名 杨事鹏 2015810803067 社体1503 /

丙组男子100米自由泳第六名 杨事鹏 2015810803067 社体1503 /

丙组男子50米仰泳第六名 丁鼎 2015810803051 社体1503 /

丙组男子50米蛙泳第六名 沈增博 2017810803035 社体1702 /

丙组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第四名

洪健 2017810803004 社体1701

/
杨事鹏 2015810803067 社体1503

孟警剑 2016810803014 社体1601

丁鼎 2015810803051 社体1503

丙组男子4*50米混合泳接力第五名

洪健 2017810803004 社体1701

/
杨事鹏 2015810803067 社体1503

孟警剑 2016810803014 社体1601

丁鼎 2015810803051 社体1503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93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2019.4)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甲组8人自编器械操第七名

赵珂悦 2016810907026 舞蹈1601

300 体育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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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8人自编器械操第七名

张琳昕 2016810907023 舞蹈1601

300 体育类7/8

高茜茜 2017810907004 舞蹈1701

方施懿 2017810907002 舞蹈1701

田睿凌霄 2017810907015 舞蹈1701

吴笑笑 2016811002064 主持1602

周训 2017810106033 营销1701

姜钰颖 2017811002117 主持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健美操比赛暨第六届大学生操舞锦标赛（2019.12）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甲组集体规定第一名

杨雅诗 2018810907023 舞蹈1801

1000 体育类1/9

李玟 2018810907008 舞蹈1801

朱圣以 2018810907028 舞蹈1801

周姝宁 2018810907026 舞蹈1801

赖欣雨 2018810907007 舞蹈1801

刘涌慧 2018810907011 舞蹈1801

邵煜菲 2018810907015 舞蹈1801

阮雁冰 2018810907013 舞蹈1801

王凯雯 2018810907018 舞蹈1801

商晓哲 2018810907014 舞蹈1801

黄舒婷 2018810907005 舞蹈1801

田乐佳 2018810907016 舞蹈1801

王美 2018810907019 舞蹈1801

黄甜甜 2019810907007 舞蹈1901

阮庭仪 2019810907014 舞蹈1901

陈珍妍 2019810907003 舞蹈1901

甲组集体规定第二名

万蕾 2018810112020 舞蹈1801

500 体育类2/9

王意欣 2018810112023 舞蹈1801

卢嘉煜 2018810112057 舞蹈1801

林彤彤 2018810907010 舞蹈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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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集体规定第二名

尤诗琪 2018810907024 舞蹈1801

500 体育类2/9
张晓炜 2018810907025 舞蹈1801

唐珍 2019810907016 舞蹈1801

王雨昕 2019810907018 舞蹈1801

崔艳 2019810907004 舞蹈1801

单眉萱 2019810907005 舞蹈1801

吴锦仪 2019810907019 舞蹈1801

王亚轩 2019810601032 舞蹈1801

甲组双人规定第二名
赖欣雨 2018810907007 舞蹈1801

400 体育类2/27
刘涌慧 2018810907011 舞蹈1801

甲组双人规定第四名
杨雅诗 2018810907023 舞蹈1801

200 体育类4/27
周姝宁 2018810907026 舞蹈1801

甲组2016年规定loocking street jazz第
四名

郑涛 2017811003058 编导1702

300 体育类4/5

杜雪雯 2018811003003 编导1801

陈云云 2019840105010 旅管1903

陶泓序 2019811002060 主持1902

赵波尔 2019810304037 环科1901

徐燕萍 2019810104058 旅管1902

张秋雨 2018811003061 编导1802

杨申奥 2018810112064 旅管1807

甲组2018年规定street jazz第七名

郑涛 2017811003058 编导1702

300 体育类7/11

杜雪雯 2018811003003 编导1801

陈云云 2019840105010 旅管1903

陶泓序 2019811002060 主持1902

赵波尔 2019810304037 环科1901

徐燕萍 2019810104058 旅管1902

张秋雨 2018811003061 编导1802

杨申奥 2018810112064 旅管1807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70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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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女子丙组42式太极剑第二名 方超 2016810803066 社体1604班 1000 体育类2/12

女子丙组南拳第三名 曾润润 2016810803064 社体1604班 500 体育类3/8

女子丙组长拳第三名 周洁 2018810803088 社体1804班 500 体育类3/8

男子丙组南拳第一名 宋俊斌 2016810803052 社体1603班 2000 体育类1/12

男子丙组剑术第二名 宋俊斌 2016810803052 社体1603班 1000 体育类2/6

男子丙组枪术第三名 姚凯峰 2017810803064 社体1903班 400 体育类3/5

男子丙组42式太极剑第三名 吴佳扬 2018810803041 社体1802班 500 体育类3/7

女子甲组42式太极剑第一名 刘新月 2017810907012 舞蹈1701班 2000 体育类1/33

男子甲组南拳第六名 高悦翔 2019810106042 营销1902班 400 体育类6/29

女子丙组刀术第四名 周洁 2018810803088 社体1804班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女子丙组太极拳第四名 方超 2016810803066 社体1604班 /

女子丙组棍术第四名 曾润润 2016810803064 社体1604班 /

女子丙组42式太极剑第四名 张娇娇 2017810803087 社体1704班 /

女子丙组太极拳第五名 张娇娇 2017810803087 社体1704班 /

女子丙组南拳第五名 方嘉宁 2017810803069 社体1704班 /

女子丙组棍术第五名 方嘉宁 2017810803069 社体1704班 /

男子丙组太极拳第四名 吴佳扬 2018810803041 社体1802班 /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8300

2019年中国大学生武术、跆拳道锦标赛（2019.7）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名次/队伍数

女子丙组吴式太极拳第一名 方超 2016810803066 社体1604班 2000 体育类1/3

女子丙组龙身蛇形太极拳第二名 方超 2016810803066 社体1604班 1000 体育类2/5

女子丙组其他太极器械第二名 林舒婷 2015810803075 社体1504班 2000 体育类2/10

女子丙组武式太极拳第三名 林舒婷 2015810803075 社体1504班 1000 体育类3/9

女子丙组42式太极剑第五名 方超 2016810803066 社体1604班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女子丙组杨式太极拳第六名 林舒婷 2015810803075 社体1504班 /

男子丙组杨式太极拳第四名 王乾益 2015810803036 社体1502班 /

男子丙组42式太极拳第四名 王乾益 2015810803036 社体1502班 /

男子丙组武式太极拳第六名 王乾益 2015810803036 社体1502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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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丙组孙式太极拳第六名 张娇娇 2017810803087 社体1704班 /

体育类丙组奖励前三
名

女子丙组武式太极拳第七名 姜星 2017810803073 社体1704班 /

女子丙组其他太极器械第七名 姜星 2017810803073 社体1704班 /

男子丙组少林拳第八名 洪正一 2015810803004 社体1501班 /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6000

2019年浙江省第七届大学生中华经典诵读竞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一等奖

宋奕隆 2016811002056 主持1602

1000

一类

齐畅 2017811002159 主持1702

范巍瀚 2016811002004 主持1601

陈超 2017810601038 中文1702

一等奖 任欢 2017811002126 主持1701 1000

一等奖 高天弘 2017811002144 主持1702 1000

二等奖 徐栋炯 2017811002164 主持1702 500

三等奖 戴雨蒙 2017810603004 中文1701 300

三等奖 缪骐鹂 2017810603018 中文1701 300

三等奖 施涵秋 2016811002016 中文1601 300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4400

2019年中华经典诵读写讲大赛（2019.9）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一等奖

宋奕隆 2016811002056 主持1602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一类

齐畅 2017811002159 主持1702

范巍瀚 2016811002004 主持1601

陈超 2017810601038 中文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浙江省第六届法律职业能力竞赛（征文类）（2019.5）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一等奖 江璐迪 2016810602045 法学16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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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吕霞 2016810602015 法学1601 

1000

一类
滕媛媛 2017810602022 法学1701

三等奖 尹德富 2016810602063 法学1602 300

三等奖 周翼双 2016810103069 法学1602 300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600

2019年第五届浙江省大学生经济管理案例竞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三等奖

奕佳华 2017810106064 营销1702

300
一类

章诗涵 2018810106065 营销1802

石双双 2017810106055 营销1702

黄家祺 2017810106046 营销1702

吴安鸯 2017810106058 营销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浙江省第二届社工模拟大赛（2019.12）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金奖

周丹丽 2018810601048 社工1801

500
二类

余慧 2018810601041 社工1801

申起阳 2018810601025 社工1801

倪佳琪 2018810601024 社工1801

王鹏飞 2019810601030 社工1901

孙杰 2018810402071 计算机18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500

2019年浙江省第五届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二等奖

张涛 2016810108063 会计1602

500

一类

何莎菲 2016810108040 会计1602

陈一丹 2016810108036 会计1602

三等奖

宋帅 2016810502020 会计160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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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方咪咪 2016810108011 会计1601 300

一类

于姗姗 2016810108057 会计16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800

2019年浙江省“赢动教育•悦为电商杯”第十四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三等奖

董婷婷 2016810103004 电商1601

300
一类

颜婷婷 2016810103029 电商1601

宣逸楠 2016810103028 电商1601

吴少杰 2016810103026 电商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300

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创新创业实践竞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展洽环节一等奖
总决赛一等奖

王臻宇 2018840105073 旅管1804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二类

叶茂 2018840105082 旅管1804

蔡娟娟 2018840105046 旅管1804

时生文 2018840105067 旅管1804

陈晓娟 2017810104038 旅游1702

展洽环节二等奖
总决赛二等奖

金骆丹平 2017810112012 旅游1706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郝韵琳 2017810101044 经济1702

陈童丽 2017810101002 经济1701

孙瑞繁 2017810101022 经济1701

王雅文 2017810101027 经济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会展创新创业实践竞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华东区奖励旅游策划方案》展洽环节一
等奖

总决赛一等奖

王臻宇 2018840105073 旅管1804

500

二类（未经省赛选
拔）

叶茂 2018840105082 旅管1804

蔡娟娟 2018840105046 旅管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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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区奖励旅游策划方案》展洽环节一
等奖

总决赛一等奖 时生文 2018840105067 旅管1804

500

二类（未经省赛选
拔）

陈晓娟 2017810104038 旅游1702

《智慧居家养老博览会》展洽环节二等奖
总决赛二等奖

金骆丹平 2017810112012 旅游1706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郝韵琳 2017810101044 经济1702

陈童丽 2017810101002 经济1701

孙瑞繁 2017810101022 经济1701

王雅文 2017810101027 经济17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500

2019年全国高等院校民航服务技能大赛（2019.7）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团体亚军

钱逸颖 2016811011018 空乘1601

300

二类

张学杭 2014812000 空乘1603

高源 2017810112005 旅管1706

胡芳姣 2017810112008 旅管1706

金骆丹平 2017810112012 旅管1706

陆洁雯 2017810112020 旅管1706

胡康 2017810112009 旅管1706

郑旭凯 2017810112036 旅管1706

周书棋 2017810112039 旅管1706

任振怡 2017810112023 旅管1706

沈天宇 2017810112024 旅管1706

程诗佳 2017810112003 旅管1706

吕思维 2017810112021 旅管1706

楼小君 2017810112019 旅管1706

徐庆虹 2017810112033 旅管1706

姜宁 2017810112010 旅管1706

民航知识竞赛金奖

钱逸颖 2016811011018 空乘1601

500

张学杭 2014812000 空乘1603

高源 2017810112005 旅管1706

胡芳姣 2017810112008 旅管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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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知识竞赛金奖

金骆丹平 2017810112012 旅管1706

500

二类

陆洁雯 2017810112020 旅管1706

胡康 2017810112009 旅管1706

郑旭凯 2017810112036 旅管1706

周书棋 2017810112039 旅管1706

任振怡 2017810112023 旅管1706

沈天宇 2017810112024 旅管1706

程诗佳 2017810112003 旅管1706

吕思维 2017810112021 旅管1706

楼小君 2017810112019 旅管1706

徐庆虹 2017810112033 旅管1706

姜宁 2017810112010 旅管1706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800

2019年第四届“科云杯”全国大学生本科组财会职业能力大赛（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二等奖

郭倩雯 2017810108010 会计1701

300

二类

张雯雯 2017810503077 会计1701

叶嘉 2017810108032 会计1701

林尔依 2017810108014 会计1701

三等奖

谢涵冰 2017810108062 会计1702

100
蓝舒宁 2017810108048 会计1702

张佳奇 2017810108067 会计1702

蒋刚鹏 2017810108045 会计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400

2019年浙江省“百树杯”第四届大学生企业经营沙盘模拟竞赛比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二等奖

马文杰 2017810103056 电商1702

500
一类

姜胡凯 2017810103046 电商1702

沈晓娇 2018810103048 电商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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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500

一类

2019年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护理竞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非专业组三等奖

项蒙蒙 2017810701021 中文1701

300

一类

华玉汝 2017810603007    中文1701

黄铃雅 2017810603008    中文1701

徐静洁 2017810603029    中文1701

非专业组优胜奖

陈佳屹 2017811002141    主持1702

100
王鹏飞 2017810803016    社体1901

李珊珊 2018811002051    主持1802

姚凯锋 2017810803064    社体1903

专业组优胜奖

毛卓雅 2016810701016    护理1604

100
舒燕 2016810701110    护理1604

应丹凝 2016810701117    护理1603

麻伊娜 2016810701105    护理1602

专业组优胜奖

马铭阳 2016810701106    护理1604

100
邵晨茜 2016810701079    护理1604

沈宇娇 2016810701020    护理1604

宋葳涛 2016810701080    护理1602

专业组优胜奖

张荣 201680701026    护理1601

100
颜晨 2016810701085    护理1602

胡慧珍 2016810701072    护理1602

孔繁樱 2016810701009    护理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700

2019年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2019.6）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一等奖 金晶晶 2017810701006 护理1701 500

二类（未经省赛选
拔）

二等奖 鲁宇佳 2017810701011 护理1701 300

二等奖 陆淑泱 2017810701012 护理170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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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俞婷 2017810701026 护理1701 300

二类（未经省赛选
拔）

三等奖 夏佳莹 2017810701020 护理1701 100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1500

2019年第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与信息素养大赛（2019.8）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office商务应用能力赛项简报设计子赛项
本科组一等奖

金晶晶 2017810701006 护理1701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二类（未经省赛选

拔）
计算机基础赛项本科组二等奖 金晶晶 2017810701006 护理1701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舞蹈类一等奖

徐程 2016810907016 舞蹈1601 100

艺术类

高茜茜 2017810907004 舞蹈1701 100

章华旸 2017810907026 舞蹈1701 100

黄琬晴 2017810907008 舞蹈1701 100

余静 2017810907023 舞蹈1701 100

姚思怡 2017810907021 舞蹈1701 100

章寒焱 2017810907025 舞蹈1701 100

方施懿 2017810907002 舞蹈1701 100

余颜桐 2017810907024 舞蹈1701 100

张颜舒 2017810907027 舞蹈1701 100

张晓玥 2016810907025 舞蹈1601 100

王群超 2017810907017 舞蹈1701 100

林洋帆 2016810907007 舞蹈1601 100

胡迈颀 2017810907007 舞蹈1701 100

赵珂悦 2016810907026 舞蹈1601 100

王溢凡 2016810907015 舞蹈1601 100

孙雅慧 2016810907012 舞蹈1601 100

叶思雨 2016810907018 舞蹈1601 100

沈寅婕 2017810907013 舞蹈17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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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类一等奖

叶文雪 2017810907022 舞蹈1701 100

艺术类

徐叶绮 2016810907017 舞蹈1601 100

刘新月 2017810907012 舞蹈1701 100

李可欣 2016810907006 舞蹈1601 100

王意 2016810907014 舞蹈1601 100

舞蹈类二等奖

张慧敏 2016810901057 音表1602

/

张雯 2016810901058 音表1602

赵晓钰 2016810901060 音表1602

叶佳宁 2016810901056 音表1602

金哲怡 2016810901044 音表1602

洪荟茜 2016810901039 音表1602

傅子郗 2016810901036 音表1602

陈诗漪 2016810901032 音表1602

王馨悦 2016810901051 音表1602

陈艺尹 2016810901034 音表1602

陈婉奕 2016810901033 音表1602

何思思 2016810901038 音表1602

杨格 2016810901022 音表1601

杨云涵 2016810901023 音表1601

席思思 2016810901021 音表1601

陈佳敏 2016810901002 音表1601

戏剧类一等奖

高文烨 2018811003037 编导1802

200

刘雅琪 2018811003014 编导1801

张甲林 2018811003060 编导1802

陈毓灵 2017811003002 编导1701

洪嘉晨 2018811003006 编导1801

周晶晶 2016811002074 主持1602

范巍瀚 2016811002004 主持1601

宋奕隆 2016811002056 主持1602

韩琦 2016811002043 主持1602

施贻磊 2016891002003 主持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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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类一等奖

骆昇 2016811002051 主持1602

200

艺术类

俞雨晨 2016811002067 主持1602

曹恩恺 2016811002001 主持1601

金若梦 2016811002007 主持1601

顾尧 2016810907002 舞蹈1601

戏剧类二等奖

黄加慧 2016811002045 主持1602

/

吴浩特 2016811002026 主持1601

周笔龙 2016811002073 主持1602

虞旭东 2016811002033 主持1601

娄瑞颜 2016811002050 主持1602

孙泽涵 2016811002057 主持1602

张泽昆 2016811002070 主持1602

张菁 2016811002069 主持1602

牛艺璇 2016811002015 主持1601

李晓锐 2016811002009 主持1601

戏剧类二等奖

杨云涵 2016810901023 音表1601

/

吴旖佳 2016810901020 音表1601

田伟意 2016810901015 音表1601

朱烁宇 2016810901029 音表1601

刘建 2017810907011 舞蹈1701

朱鸿斌 2017810907029 舞蹈1701

裘丝雁 2016810907009 舞蹈1601

王靖博 2018810907017 舞蹈1801

吴桐宇 2017811003045 编导1702

王勇 2017811003017 编导1701

章宏伟 2016810901026 音表1601

十佳歌手 吴旖佳 2016810901020 音表1601 200

优秀歌手 张杨欣莹 2018811002072 主持1802 /

优秀歌手 闵晨阳 2017811002124 主持1701 /

优秀歌手 王小草 2016810901050 音表1602 /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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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六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2019.5）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杭州克劳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C.L.D 
Studio三等奖

王腾 艺传校友 主持1102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二类章天鑫 2014812255 主持14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2019年第五届浙江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19.7）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漫秀-国内优秀主播孵化机构领跑者金奖

陈亚伦 2013810667 电商13级

1000

一类

沈佳萍 2012810869 电商1201

蔡兆麟 2018810103003 电商1801

奕佳华 2017810106064 营销1702

高施健 2018810103009 电商1801

陈奕璋 2018810103004 电商1801

管前程 2018810103010 电商1801

杭州克劳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C.L.D 
Studio银奖

王腾 艺传校友 主持1102

500陈子晗 2016811002040 主持1602

章天鑫 2014812255 主持1402

壹口袋–国内教育团购超市的领跑者铜奖

金飘霞 2018840203051 英语1807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何青青 2017810103011 电商1701

顾雨欣 2017810803071 社体1704

朱嘉炜 2018810403079 机械1802

黄晨洁 2018840203050 英语1807

严敏杰 2016810201057 英语1602

林义尚 2017810402066 计算机1702

冯弋洋 2018810803057 社体1803

潘奇 2018810803082 社体1804

胡佳烨 2013812250 英语1806

爱心益农，利用新媒体直销生态农产品，
致力于打造社会双向回馈机制铜奖

冯杨春 2016810201126 英语1605

300

严敏杰 2016810201057 英语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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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益农，利用新媒体直销生态农产品，
致力于打造社会双向回馈机制铜奖

钱姝慧 2016810201133 英语1605

300

一类

王晨 2013812038 英语1604

叶心昕 2017810101033 会计1701

王丹薇 2016810201137 英语1605

夏冲 2016810201139 英语1605

方怡婷 2016810201036 英语1602

叶婷婷 2016810201145 英语1605

马安泽 2017810201133 英语1705

开启儿童运动健康新模式-杭州STkids运动
馆铜奖

徐泽凯 体育校友 社体1102

300

黄菠菠 艺传校友 主持1101

朱跃 2013811116 社体1301

胡思嘉 2018810803078 社体1804

楼胜男 2017810803076 社体1704

孙天励 2018810803039 社体1802

高山 2018810803030 社体1802

麻淑珍 2017810803078 社体1704

王煜恒 2017810803018 社体1701

吕雪玲 2017810803077 社体1704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100

2019年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漫秀-国内优秀主播孵化机构领跑者铜奖

陈亚伦 2013810667 电商13级

同一作品同类竞赛就高奖
励 一类

沈佳萍 2012810869 电商1201

奕佳华 2017810106064 营销1702

蔡兆麟 2018810103003 电商1801

章诗涵 2018810106065 营销1802

王贻 2017810106057 经济1701

黄家褀 2017810106046 营销1702

童心怡 2018810401021 法学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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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十届职业规划与创业大赛（2019.11）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秉箜篌之音，承复兴之业——箜篌演奏家
一等奖

杨柳 2012811491 音表1604 1000

一类

泱泱大风，万舞翼翼——做中国古舞的复
建者二等奖

刘新月 2017810907012 舞蹈1701 500

壹口袋——教育超市领跑者二等奖

金飘霞 2018840203051 英语1807

500
何青青 2017810103011 电商1701

叶乐舟 2019840604046 中文1903

庄洁芸 2019840203166 英语1908

艺想天开——儿童舞蹈剧魔法教室优胜奖

娄倩倩 2016810901009 音表1601

100
李仕豪 2018810907009 舞蹈1801

杨雅诗 2018810907023 舞蹈1801

朱圣以 2018810907028 舞蹈18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100

2019年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工程综合能力竞赛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省一等奖

杨立强 2017810403077 机械1702

1000

一类

沈昊 2017810401064 电子1702

尹泽路 2017810401077 电子1702

省二等奖

汤俊杰 2017810403022 机械1701

500朱逸磊 2017810503041 机械1701

王耀阳 2017810401070 电子1702

省二等奖

潘家豪 2016830403018 机械1603

500郑伟亮 2017810401083 电子1702

黄文杰 2017810401054 电子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000

2019年“农信杯”第二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2019.10）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打造鄣吴扇业跨境电商生态圈三等奖

沈瑜桑 2017810103060 电商1702

300

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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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鄣吴扇业跨境电商生态圈三等奖

王一淇 2017810103062 电商1702

300

一类

李启帆 2017810103014 电商1701

李鑫 2017810103015 电商1701

吴梦婷 2018810103021 电商1801

瑰玉在人间三等奖

吴舒琦 2017811003044 编导1702

300
卞怡婷 / 校外

费钰荣 / 校外

吴敏锐 / 校外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600

2019年浙江省会展策划创意大赛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智能居家养老博览会》二等奖

孙瑞繁 2017810101022 经济1701

500

一类

陈童丽 2017810101002 经济1701

金骆丹平 2017810112012 旅游1706

郝韵琳 2017810101044 经济1702

王雅文 2017810101027 经济1701

《中国（杭州） “十里红妆”锦瑟嘉年华
》二等奖

冯典 2017810104004 旅游1701

500

王吴晓 2017810104058 旅游1702

黄海翀 2017810104046 旅游1702

黄琪 2016810104013 旅游1601

周楚涵 2017810104069 旅游1702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1000

201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2019.12）

奖项 获奖学生 学号 班级 学生奖励金额（元） 备注

全国二等奖

邵壮壮 2016810401063 电子1602

2000
一类

梁晨 2016810401052 电子1602

陈团寅 2016810401002 电子1601

应发奖励小计（元） 学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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