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信息工程系2022-2023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退役士兵学生认定情况汇总表

序号 院系 班级 姓名 学号 认定状态

1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3 班 李佳欣 21020110352 特别困难

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3 班 詹逸群 22520110325 特别困难

3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2 班 吴鑫杰 20020510230 特别困难

4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1 班 陈松 21020110102 特别困难

5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2 班 王威 21020110211 特别困难

6 信息工程系 信安 2201 班 陈友钰 22520710125 特别困难

7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3 班 何杰 22520110321 特别困难

8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陈芷凡 21020510106 特别困难

9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2 班 王毅锋 22520430222 特别困难

10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201 班 许忆萍 22520610102 特别困难

11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1 班 李伟城 22520510133 特别困难

12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1 班 翁琼芳 21020410108 特别困难

13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3 班 郑一凡 22520110341 特别困难

14 信息工程系 信息安全 2101 班 魏锦霞 21030410113 特别困难

15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1 班 徐韵茹 21020410140 特别困难

16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3 班 林纪和 21020110334 特别困难

17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2 班 陈煌立 21020430231 特别困难

18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201 班 翁俊涵 22520310122 特别困难

19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102 班 杨棋敏 21020310249 特别困难

20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2 班 陈庆松 22520430235 特别困难

21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4 班 林鑫晨 20020210434 特别困难

22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201 班 黄日锦 22520610134 特别困难



23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王嘉炜 21020210343 特别困难

24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3 班 郑慧娇 22520430301 特别困难

25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1 班 黄宗荣 21020410152 特别困难

26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1 班 黄爱珍 21020110118 特别困难

2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2 班 陈林菲 22520210211 特别困难

28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3 班 廖冬丽 22520110302 特别困难

29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4 班 吴慧萍 20020110429 特别困难

30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101 班 李依涵 21020310111 特别困难

31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2 班 苏福城 21020210246 特别困难

32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3 班 陈堉斌 22520210325 特别困难

33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1 班 黄明凯 22520410121 特别困难

34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2 班 汤泽辉 20020310203 特别困难

35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林伟建 20020210205 特别困难

36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101 班 蔡森晖 21020310124 特别困难

37 信息工程系 数媒 2101 班 陈惠芳 21020810131 特别困难

38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2 班 江浩 20020110209 特别困难

39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张佳红 20020210233 特别困难

40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张佳强 22520110134 特别困难

41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102 班 韩瑄 21020310214 特别困难

42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102 班 朱镇伟 21020310209 特别困难

43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2 班 叶铭林 22520510241 特别困难

44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1 班 陈香梅 22520410109 特别困难

45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101 班 李顺林 21020910115 特别困难

46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1 班 王俊达 21020110129 特别困难

4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方燕君 21020210326 特别困难

48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林国辉 21020510128 特别困难

49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黄梦婷 20020210216 特别困难

50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2 班 陈宇 22520910220 特别困难

51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郑冰毅 20020210235 特别困难

52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1 班 黄聪强 20020510122 特别困难



53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1 班 赖婷燕 20020310113 特别困难

54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4 班 罗鹏 20020210441 特别困难

55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001 班 李传宇 20020610135 特别困难

56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王莹 20020210237 特别困难

57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2 班 肖昌星 21020510231 特别困难

58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1 班 魏诗颖 21020610130 特别困难

59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1 班 黄鋆榕 21020610129 特别困难

60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3 班 王瑞 20020310316 特别困难

61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1 班 徐尚伟 20020510118 特别困难

62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2 班 陈鸿伟 22520510212 特别困难

63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1 班 李文威 22520510145 特别困难

64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3 班 谭志 20020210314 特别困难

65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梁宝莲 22520910108 特别困难

66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2 班 黄纤纤 22520910204 特别困难

67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001 班 陈宏 20020610122 特别困难

68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雷昊燃 22520910134 特别困难

69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1 班 夏志丽 20020310127 特别困难

70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杨澜 21020510136 特别困难

71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3 班 赤列旺堆 21020110345 特别困难

72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加央 22520910142 特别困难

73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斯迪克江·买

买提艾力
22520910143 特别困难

74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2 班 陈志远 20020310241 困难

75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3 班 沈浩楠 1802030130 困难

76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2 班 林建正 21020430220 困难

77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郑宗海 21020610209 困难

78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2 班 王子恒 22520110237 困难

79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002 班 沈晓容 20020610208 困难

80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101 班 郑若萍 21020310129 困难

81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2 班 杨振宇 22520510224 困难



82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2 班 郑新墩 1902040118 困难

83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001 班 陈泓 20020610141 困难

84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201 班 马志超 22520310147 困难

85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1 班 张惠丽 22520510122 困难

86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郑俊达 22520210115 困难

8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雷丽彬 21020210337 困难

88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201 班 陈燕尼 22520310111 困难

89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连清华 21020510127 困难

90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1 班 彭乐佳 20020110136 困难

91 信息工程系 信息安全 2101 班 谢燕婷 21020710119 困难

92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林顺强 21040110243 困难

93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郑城杰 19020710141 困难

94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3 班 杜泽铧 20020310332 困难

95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1 班 张源桦 20020210118 困难

96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詹千白 1802020166 困难

97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钟添才 21020610236 困难

98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2 班 吴浩 22520910227 困难

99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1 班 章振隆 20020410238 困难

100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101 班 叶陈清 21020610235 困难

101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1 班 陈星磊 20020310111 困难

10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2 班 刘泽平 22520110227 困难

103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2 班 翁锌晴 20020510231 困难

104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魏培基 1602020217 困难

105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1 班 张宇彬 20020110123 困难

106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1 班 冉欢欢 22520510102 困难

10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韩姝颖 21020210318 困难

108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4 班 许钰明 1802010220 困难

109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1 班 陈佳淇 20020510126 困难

110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1 班 熊翊辉 22520410136 困难

111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201 班 叶乐兰 22520310146 困难



112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林珈祺 22520910135 困难

113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林煜夕 22520210107 困难

114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2 班 黄开霖 20020510222 困难

115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1 班 胡鑫鹏 22520410138 困难

116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201 班 游凌锋 22520310129 困难

117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1 班 许良宏 19020710246 困难

118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201 班 吕丽敏 22520610101 困难

119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4 班 叶宇鑫 20020210425 困难

120 信息工程系 信息安全 2101 班 钟金枝 21020710121 困难

121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1 班 应威 20020210137 困难

122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1 班 张宏坤 20020310131 困难

123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2 班 刘心悦 22520430205 其他困难

124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1 班 林炜 21020110111 其他困难

125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郑海钦 21020210305 其他困难

126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2 班 姚宝龙 22520110217 其他困难

12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1 班 张彬桂 20020210141 其他困难

128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1 班 陈泽超 21020110123 其他困难

129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朱海鑫 21020610233 其他困难

130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陈王松 20020210225 其他困难

131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1 班 林道法 20020310140 其他困难

13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郭章杰 1602010242 其他困难

133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2 班 陈日辰 1902040150 其他困难

134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阮腾 19020710143 其他困难

135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2 班 陈星宇 20020110207 其他困难

136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陈凯斌 1802020157 其他困难

13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4 班 许纪超 1802020267 其他困难

138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002 班 张华坤 20020410222 其他困难

139 信息工程系 数媒 2201 班 孙思锬 22520810145 其他困难

140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吴楚慧 22520910103 其他困难

141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3 班 洛松江村 21020110348 其他困难



14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3 班
茹柯耶·阿卜

力米提
21020110351 其他困难

143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101 班 罗友泉 21050110125 其他困难

144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江佳坤 20020210201 其他困难

145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2 班 吴怡洁 22520430208 其他困难

146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2 班 黄俊腾 22520110229 其他困难

147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陈日帆 19020710128 其他困难

148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2 班 林阳杰 21020210242 其他困难

149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吕欣萍 21020210312 其他困难

150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叶立航 22520210126 其他困难

151 信息工程系 动漫 2001 班 季一舟 20020310117 其他困难

15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2 班 童浩凌 22520110207 其他困难

153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温海霖 19020210344 其他困难

154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201 班 郑少杰 20030410119 其他困难

155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2 班 潘智育 20020420116 其他困难

156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2 班 谢立腾 22520430230 其他困难

157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2 班 许婉婷 20020510209 其他困难

158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4 班 刘锦辉 1802010250 其他困难

159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黄泽彬 22520210135 其他困难

160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2 班 庄鸿秀 22520110201 其他困难

161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朱湧泉 19020710144 其他困难

16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邓言浩 20020110250 其他困难

163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兰泓 19020210342 其他困难

164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101 班 江荣椿 1602010341 其他困难

165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2 班 李秋婷 22520910205 其他困难

166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1 班 郑南森 20020210101 其他困难

16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3 班 蔡志南 1802020162 其他困难

168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林锴炫 1802020266 其他困难

169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张晨昊 22520210140 其他困难

170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吴乔香 21020510126 其他困难



171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陈琳欣 22520910101 其他困难

17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江诗勇 1702010151 其他困难

173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4 班 陈磊 1802020232 其他困难

174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吴鹏 20020110145 其他困难

175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002 班 苏俊彦 1802040109 其他困难

176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郑凯 20020210448 其他困难

177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4 班 李昕荣 1802020164 其他困难

178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2 班 黄巧玲 21020610229 其他困难

179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李景豪 22520210130 其他困难

180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2 班 许乙申 22520430210 其他困难

181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2 班 施超群 1802050130 其他困难

182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宋杰 20020110144 其他困难

183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1 班 高晓东 19020710136 其他困难

184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201 班 陈忠耀 22520410143 其他困难

185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101 班 陈伟明 19020410233 其他困难

186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阿卜杜热伊

木·麦麦提依

明

22520910144 其他困难

187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2 班 郑哲壕 19020510147 其他困难

188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3 班 李德明 1804030143 其他困难

189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付康 22520110148 其他困难

190 信息工程系 人工智能 2201 班
穆依斯尔·阿

卜杜外力
22520910137 其他困难

191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阮奕潇 19020710142 其他困难

192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4 班 陈永龙 1802020163 其他困难

193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2 班 范文轩 1803010251 其他困难

194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肖志林 19020310166 其他困难

195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101 班 林泽安 19020510148 其他困难

196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201 班 廖浩文 22520510140 其他困难

197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陈鸿靖 20020110143 其他困难

198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002 班 周嘉发 1802040129 其他困难



199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1 班 吕龙晖 19020710105 其他困难

200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2 班 林杰 1803030120 其他困难

201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004 班 苏兆冕 19020190102 其他困难

202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103 班 陈俊源 19080310128 其他困难

203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201 班 陈骏 20020210447 其他困难

204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林伟雄 1703030143 其他困难

205 信息工程系 虚拟 2101 班 黄卫东 19020710236 其他困难

206 信息工程系 软件 2002 班 王伟明 1802020264 其他困难

207 信息工程系 计机 2201 班 陈毅敏 20030410121 不困难

208 信息工程系 物联网 2002 班 陈尊荣 1802040128 不困难

209 信息工程系 大数据 2001 班 李智泓 1804040245 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