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2021—2022 学年度院级奖学金获奖名单公示

根据《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生奖励办法》及相关

文件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学生本人申请、班

级民主评议及学院审核，现将我院 2021—2022 学年度院级奖学

金获奖名单予以公示：

奖励类别 奖项名称 班级 姓名

最高荣誉类 经贸精英

贸经1901 柏洪爵

电商1901 李浩

经济 1901 余铭轩

国贸2001 姚紫颖

国贸2002 匡永怡

国贸2004 晏国瑞

思想品德类

道德风尚奖

贸经2101 孙宁

商务 2102 瞿瑶

国贸 2003 陈怡

优秀朋辈

国商1902 陈思琴

电商1902 胡书涛

贸经1901 柏洪爵

国贸2004 杨振豪

国贸2002 胡匡宇

国贸2002 傅宇



思想品德类 优秀朋辈

国贸2001 姚紫颖

国商2101 陈晶晶

经济2102 甘娅婷

经济2101 崔兴林

经济2101 吴尚忠

经济2202 周杰

跨电 2202 唐嫣

跨电 2202 许佳

创新创业类 挑战杯比赛

2022级

理论经济
熊望台

跨电2204 欧慧婷

国贸2101 姚佳鑫

经济2102 刘简

国贸 2004 杨振豪

电商2102 孙柔

志愿服务类 优秀青年志愿者

国贸2102 曾舒琪

国贸2003 陈倩镕

贸经2101 冯金月

国商2101 郭佳颖

电商2101 化佳琴

电商1803 李火芳

国商2101 刘润月



志愿服务类 优秀青年志愿者
电商2101 杨林

国贸 2101 彭紫嫣

优秀个人工作类 院级优秀学生干部

国贸1902 钟玉萍

国商1901 尹子洋

国商1901 刘子园

电商1901 伍可欢

电商1902 应春燕

贸经1901 柏洪爵

国贸1903 谢刘湘

国贸1903 李芸

经济 1901 李小婷

经济1902 谌韧

贸经 2001 黄杨

贸经 2002 戴玲

贸经 2002 韦丽玲

电商2002 羊乾红

经济2002 孙疆文

经济2002 全倩

国贸 2003 邱晗薇

经济2002 琚奕梅

经济2001 庄佳

经济 2002 曾馨



优秀个人工作类

院级优秀学生干部

经济2101 马蓉

国贸 2101 旷志缘

经济2102 杨正洋

商务2101 向静

商务 2102 陈丽霞

国贸2102 曾舒琪

贸经2101 朱语乐

国商2101 吴莹莹

贸经2101 冯金月

经济2101 潘艳林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国商1901

国商 1902

张文丽

李纯纯

经济1902 胡航宁

国贸2001 文 超

国贸 2001 刘娴婧

国贸2002 雷思杰

国贸2002 匡永怡

国贸2003 李晴晴

国贸2003 杨 平

国贸 2004 彭 卓

经济 2002 刘雅欣

经济2001 吴 艳



优秀个人工作类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经济2002 孙 琳

电商 2001 向 俊

商务 2002 梁 燕

贸经 2001 邓 欣

国贸 2101 李钰冰

国贸2101 彭 敏

国贸 2102 丁思雨

国贸2102 赵 武

国贸 2001 胡雨豪

国贸2002 尹舒澜

经济2001 王仁韩

国贸1903 陈慧琳

电商2002 侯子萸

电商2001 黄 蕾

经济 2102 杨丽娟

商务2101 曾鸿羽

商务2101 刘星宇

商务2102 瞿 瑶

商务 2102 许玉婷

国商2101 庄明铭

电商1901 陈圣苗



优秀个人工作类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国贸1901 傅 娆

国贸 1901 贺一铭

贸经1901 张 雪

贸经 1901 茹 鹏

经济 1901 李 斌

经济 1901 余铭轩

经济1901 周耀华

国贸1902 吴净植

国贸1903 官秋红

电商1902 唐文轩

国贸2002 傅 宇

经济 2001 邓 凤

经济 2101 吴尚忠

贸经2001 邓成铭

贸经2001 彭鑫慧

国贸2002 邓 颖

国贸 2001 姜 昆

贸经 2002 曾志怡

十佳团支书 贸经1901 张 雪

十佳青年 经济1902 黄奇瑞

优秀团干 国贸1901 王琳琳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团干

国贸1902 董彦君

国贸1903 雷有福

国贸1903 谭 沛

国商 1901 杨 梅

电商 1901 李培涛

商务1902 李 颖

经济 1902 禹蔷薇

电商1902 唐 怡

贸经 1901 唐 婷

经济 1901 周 佩

国贸 2001 李苏琴

国贸2002 蒋旭军

国贸2002 李璐瑶

国贸2004 晏国瑞

经济2001 马珊珊

经济2001 黄帮艺

经济2002 张 瑞

经济 2002 陈凯鸿

电商2001 王 蓝

商务 2002 王 森

国贸 2101 姚佳鑫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团干

国贸2102 舒子燚

国贸2102 张磊婕

商务2101 谢冰怡

商务2101 化佳琴

商务2102 孙 柔

商务 2102 师晓颖

经济2101 贺昊钰

经济2101 姜欣蔚

经济2102 龚俊瑜

国贸2001 姚紫颖

国商2101 戴美玲

贸经2101 孙 宁

国贸 2002 胡匡宇

电商2002 苏 蜜

国贸 1902 黄紫璇

经济2002 姚心怡

国贸2004 闵 捷

国贸 2002 刘菁菁

商务2002 徐广阳

贸易经济 刘择鋆

商务2002 张骏仙子

优秀团员 国贸2101 张 涵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团员

国贸2101 旷志缘

国贸2102 赵 武

国贸 2102 李燕青

国贸2102 曾舒琪

商务2101 陈 柯

国商 1901 杨 巧

商务 2101 李瑞雪

商务2101 刘钰莹

商务2102 许玉婷

商务2102 彭金琪

商务2102 瞿 瑶

贸经 2101 朱语乐

贸经2101 谷忠锦

经济2101 吴尚忠

经济2101 肖宇洁

经济2101 姜欣蔚

经济2102 刘 简

贸经 2001 邓 欣

经济 2102 向 朵

经济 2102 龚俊瑜

国商2101 庄明铭

国商2101 颜志颖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团员

国贸2001 李苏琴

国贸2002 包敏佳

国贸2002 雷思杰

国贸2002 胡匡宇

国贸2003 李晴晴

国贸2004 许明月

电商2001 刘梦婷

商务2002 梁 燕

国商 1902 曾基浩

贸经2001 李 婷

经济 1902 钟 妮

贸经 2002 周姗

经济 2001 赵枝文

经济2001 马珊珊

经济2002 孙 琳

国贸 2004 胡优雅

经济2002 孙疆文

经济2002 吴晶

商务 2002 羊乾红

国贸1901 马晓燕

国贸1901 向照敏

国贸1902 朱曦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团员

经济2101 宋思妮

国贸1902 潘 婷

国贸 2101 彭 敏

国贸 1903 肖文杰

国贸1903 陶 乐

商务 2101 陈 悦

国贸 1903 潘梦巧

电商1901 周 豪

国贸 2002 邓 颖

电商 1901 杨 婷

贸经 2101 高 宁

商务 1902 许芊芊

商务1902 颜子卿

商务1902 张鑫悦

贸经1901 张紫怡

经济1901 周耀华

经济1901 戴凤娟

经济1901 周 佩

国贸 2002 尹舒澜

国贸2102 何牧野

国贸2002 唐培殷

国商1901 伍 璇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团员

经济2002 梁 媛

国贸 2004 邓婕妤

国贸2001 刘娴婧

经济2001 张明昊

经济2001 王仁韩

经济2001 庄 佳

国贸 2004 曾欣玉

经济2002 竹 韵

国贸 2002 肖语娴

国贸2102 罗钰钧

国贸2001 赵雨佳

国商2101 刘润月

国贸2002 张涵茜

国商1902 李纯纯

商务2102 周 璇

优秀宣传工作者

商务2102 邱云

经济 2101 樊宇

经济 2002 李玲玉

国贸2004 王芷杰

经济2102 王苏琳

国贸2004 晏国瑞

国贸2004 邓婕妤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宣传工作者

商务2101 王玉婷

贸经2101 郝源夏

电商2102 陈丽霞

优秀运动员

国商1902 伍志良

经济2102 刘佳鑫

国贸2102 牧仁

电商 2001 胡荣强

经济2202 沈坤儿

跨电2201 李大鹏

电商1902 王磊

电商 2101 瞿海源

经济2202 叶淇涛

贸经2101 王丽妍

国贸2002 雷思杰

跨电2204 吴伊宁

经济2102 沈一敏

跨电2202 陈军仪

国贸2102 李雨濛

国贸2002 唐培殷

国贸2102 赵武

经济 2201 黄皓鑫

经济2202 叶淇涛（团）



优秀个人工作类

优秀运动员

经济2202 沈坤儿（团）

贸经2101 王丽妍（团）

贸经2202 周宇洋（团）

院突出贡献奖

经济2102 刘佳鑫

商务2101 瞿海源

经济2101 吴尚忠

学生党建工作类

优秀党务工作者

国贸1902 方惠玫

国贸1901 何珊

经济 1901 吴玲琳

经济1901 周旦洋

国商1902 周梦华

电商1902 黄俊翔

优秀党员

国贸1803 何政

国贸 1804 王志杰

国贸1804 刘萍

国贸 1802 雷淇琛

国贸1802 丰培培

贸经1801 朱世凤

经济1802 朱素涟

电商1803 徐慧

电商 1803 罗婕

电商 1801 贺晗



学生党建工作类 优秀党员

电商1802 殷双

电商 1801 龙利林

国贸1803 陈雨歆

先进集体类

先进团支部

贸经1901

团支部
冯庆玲

国商1901

团支部
邓佩聪

国贸1903

团支部
谢刘湘

电商2001

团支部
向俊

国贸2002

团支部
李璐瑶

优良学风班级

经济2101 贺昊钰

国贸2002 雷思杰

贸经1901 唐婷

第二课堂类

最佳辩手
经济2102 刘简

国贸 2101 姚佳鑫

新生辩论赛

经济2102 刘简（团）

电商2101 徐轶（团）

国商2101 甘晓雨（团）

礼仪知识竞赛赛

电商2102 师晓颖

经济2101 吴尚忠

跨电2202 隆鹏宇

贸经2201 陈昱涵

校级麓山杯 国贸2002 纪婧（团）



第二课堂类

优秀组织者

经济2101 贺昊钰

国贸2002 徐海东

国商2101 甘晓雨

国贸2001 郭珞珞

贸经2101 王俊燕

国贸2102 曾琴

经济 2101 戴心怡

经济2102 刘简

经济 2001 吴艳

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国贸2001 欧阳丽

经济2001 谢婷

国商 2101 闵欣怡

商务2102 许玉婷

经济2101 刘娜

贸经 2101 李帅姿

男子篮球新生赛 国贸2101 马嘉成（团）

篮球大班赛

国贸1902 冯文昱

国贸2102 李雨濛

国商1901 高薇

经济 1801 邓鑫洋

国贸1803 罗杰

电商 1902 王磊



第二课堂类

校园跑跑跑

国商1902 伍志良

经济2102 刘佳鑫

跨电2201 李大鹏

演讲比赛

贸经2202 傅淑怡

贸经2202 吴处觅

国贸2101 王心如

跨电2203 刘叶诗

贸经2201 严鸿宇

国贸2101 覃缘

院级校歌比赛

电商2002 章尹

国贸 2004 陈思宇

电商1901 李培涛

国商1901 夏楚君

经济1902 蓝丽珊

国贸2003 杨紫琳

经贸学院“读懂中

国”征文微视频比

赛

商务2102 王锴

电商 2101 李瑞雪

国贸2101 鲁江

国贸 2101 姚佳鑫

国贸2101 李清华

国贸2101 陈笑笑



第二课堂类

经贸学院“读懂中

国”征文微视频比

赛

国贸2101 覃缘

电商 2102 孙柔

国贸 2101 刘贝

电商 2102 杨琴

电商 2101 梁佳凝

征文比赛

贸经2201 陈昱涵

经济2202 蒯梦如

电商2204 梁一诺

经济2201 郑雪颖

电商2203 赵胜予

电商2201 甘子悦

经济2201 陶雨涵

贸经2201 周怡君

电商2201 甘子悦

经济2202 蒋芳菁

电商2203 张烨

电商 2202 韦莹

电商 2204 梁一诺

电商2203 赵胜予

经济2202 蒋芳菁

电商2202 罗碧荣

贸经2201 王娜



第二课堂类 征文比赛

贸经2202 吴处觅

电商2202 黄诗琪

电商2204 贺显程

经济2202 许元洁

电商2201 夏宜姗

电商2203 石艳萍

贸经2202 黎倩

电商 2204 梁一诺

电商2202 周湘

经济 2202 雷梦秦

电商2201 甘子悦

电商2203 刘俊丽

贸经2201 辜昊英

电商2202 陈妍

电商 2203 刘俊丽

贸经2201 陈昱涵

电商2201 江晓涵

经济2201 张梦莲

贸经2202 杨霞蓉



对评选结果有异议者，请自公示之日起三日内（12 月 5 日—12

月 7日），向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递交纸质材料实名反映。

经济与贸易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