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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学生工作处（部）是在学校党
委、行政领导下，对外负责代表学校行使
部门职责、对内全面负责学生工作的总体
规划与实施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学生思
想动态的调查、分析和引导工作，开展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的教育管理，牵头开展大学生学风建设
工作，负责学生资助管理工作；负责组织
学生参加海外学习项目的联系与选拔，协
助做好学生出国（境）的管理工作；审批
面向学生的各类培训工作；负责学生社区
管理工作，与后勤处联合负责代表学校与
后勤管理集团物业管理中心形成甲乙方关
系并做好对其监督、检查和考核；负责毕
业生就业指导与派遣工作，实施开放式的
创新创业精英教育，开展全链条的创业实
践孵化工作，统筹校内外的创新创业教育
资源；负责师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加强
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学生工作
队伍工作水平。２０１６ 年，学生工作处
（部）紧紧围绕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所确定
的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
大学”目标要求，以及学校第三次学生工
作会议精神，牢固确立“立德树人”根本
宗旨，秉承“三个一切”的教育理念，以
思想教育为引领，以成长引导为重点，以
内涵管理为主线，以队伍建设为保障，创
新方式方法，优化育人模式，不断提高学
生教育管理服务水平，圆满完成了各项工
作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学习贯彻学校第三次学生工作会议
精神为主线，创新思想引领载体，深化教

育活动内涵，营造良好育人氛围，切实提
升思想教育工作水平。１ 持续强化思想引
领。精心组织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活
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
开展“中国梦·江大梦”主题教育活动；
编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习纲要
（２０１６版）》，组织全校各班级开展学习实
践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通过网站、
微博、微信等多形式、立体化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２ 落实教育活动实效。认真
组织开展开学典礼、表彰大会、毕业典礼
和学位授予仪式等活动，充分发挥重大活
动的教育功能；完善、修订了《江苏大学
研究生先进个人评选办法（试行）》《江苏
大学校长奖学金评选办法（试行）》《江苏
大学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规范完成了研
究生、本科生各级各类奖学金、先进集体
和个人的评选，共发放国家奖学金、校内
奖学金３ ８３６ ８５万元；完成了本科生、研
究生国家奖学金风采录文稿的征集和报送
工作，开展先进典型事迹宣传，以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３ 营造良好育人氛围。通过
开展“优秀学子风采录”“优秀毕业生背
后的故事”“毕业星语”宣传活动，充分
发挥学生中先进典型的引导作用，营造积
极、健康的校园文化；继续推进大学生党
建“三个一”工程的实施，共编印４期
《大学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报》；持续
做好学生思想动态的收集、研判和引导，
组织学生座谈会１０次，协调多个部门解决
学生集中关注的困难与问题，妥善做好学
生中热点问题的教育引导工作。
【学工信息化管理】 加强信息化建设，高
效、规范管理，做好学工处网站日常信息
发布和维护更新工作，提高学生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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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１ 高效做好处内各信息系统的管
理和更新工作。继续做好奥蓝学生管理信
息系统（管理版和学生版）的日常维护工
作，全年共完成系统调整更新４次，学生
信息更新７ ９００条，处理学生学籍异动情
况９９８条；开通奥蓝系统学生证网上预约
补办和学生节假日去向报备功能；完成奥
蓝系统评奖评优、辅导员测评及学生资助
版块的调研、搭建、测试和上线工作。配
合做好档案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宿舍门禁系统的数据更新和统计工作。做
好江大学工微信公众号素材选题和内容审
核工作，全年共发布图文消息１２９期、专
题图文消息３６期；截至２０１６年结束，关
注量１３ ４７５人。２ 进一步推进毕业生离校
系统和新生报到系统。做好数字迎新系统、
毕业生离校系统的数据更新和统计工作。
继续推进网上“毕业生离校系统”；联合
信息化处、教务处共同推出微信扫描条形
码配合网络“迎新系统”报到的方法，进
一步提升学校新生报到效率。进一步优化
“迎新系统”的各项功能，并加强对校内
迎新工作人员的培训，为新生提供方便、
高效、一体化的入学报到环境和网上迎新
服务。
【学生成长引导】 稳步推进素质教育类课
程建设，努力强化学业规划指导，切实推
进学风建设，规范管理各类培训活动，高
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学生成长
引导扎实有效。１ 稳步推进素质教育类课
程建设。圆满完成“学业规划概论”等５
门素质类课程、１０４个教学班（修读学生
９ ３８８名）的教学任务，必修课课课有检查，
选修课不定期抽查，全年督察共计７０５次。
开展教研活动，在中心各研究室内部开展
集体备课、教学观摩、新教师试讲、课题
研讨等活动，选派２名教师参加教育部在
线课程制作培训，开展教学规范、教学质

量标准等文件的学习，修订完成２部教材，
组织申报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高校学生管理创新
奖。组织开展首届素质教育类课程讲课竞
赛，参与人数５７人。２ 加强学业规划指
导。印发２０１６级本科生学业规划书，认真
开展学业规划书抽查评比。进一步打造
“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品牌活动，全年
累计举办“学业指导教授大讲堂”讲座
１５２场。扎实推进科学道德宣讲教育工作，
累计举办“导师讲坛”２３８次和“研究生
沙龙”１３２次，切实提高了宣讲教育工作
实效。开通江苏大学学业导师测评系统，
顺利完成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学业导师考核工
作。加强考研指导，２０１６届毕业生考研率
达４５ ５２％，其中报考本校率达１７ ４２％，
考研达线率为２２ ７５％。２０１７届学生研究
生报考率为４８％，报考本校率为１８％。
３ 强化校内培训管理。与后勤处合作，监
督各培训机构遵守学校规定，对培训机构
教学质量和招生人数进行摸底；加强巡查，
派出监察队进行校园巡查２００余次；全年
开展培训机构教学情况抽查３０余次，问卷
发放６１２份；召开培训机构和培训学生会
议２次。严格校内培训机构审批及年审，
坚持准入门槛，建立健全台账，按期年审，
目前２９家培训机构在校内从事４２个培训
项目。加强自办培训班的管理，认真办好
自办培训项目，主办心理咨询师、公务员、
外教口语等各类培训班１２个，累计培训学
生３０１人。４ 切实推进学风建设工作。坚
持落实学风督察每双周通报制度，全年累
计投入９ ０００余人次参与督察工作，检查
早操３ １００余次，抽查课堂纪律３００余次、
晚自修４ ３２０余次、文明督察１ ４００余人
次。修订了《江苏大学学生早操工作管理
办法》，开通了江大官方微信公众号早操查
询功能。开展先进班集体评选，共遴选出
２４１个校先进班级。开展“诚实做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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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考试”主题教育活动，营造诚信考试氛
围。联合教务处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２０１６
年“学风建设月”活动，共有１０个学院
获评“学风建设月活动优秀组织奖”。举
办第六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２０１５级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总决赛，
营造优良学术交流环境，加强创新人才培
养。扎实推进科学道德宣讲教育工作，全
年共举办２３８次“导师讲坛”和１３２次
“研究生沙龙”等系列品牌活动，切实提
高了宣讲教育工作实效。开展单项奖审核
发放工作，全年累计审核发放文体艺术、
科技活动、学科竞赛等奖项６２８项，共计
２５万余元。５ 强化日常教育管理。建立了
校园安全稳定动态信息网络，及时收集、
分析、研判、处置安全稳定信息，有效避
免了安全事故的发生。针对各时间节点，
面向学生开展各类安全提醒和安全教育活
动。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防诈骗安全教
育专项活动，协同保卫处和公安部门先后
组织２次全校范围内的网贷情况集中排查，
积极开展相关调查和处理工作。在全校范
围内继续开展“课堂文明、举止文明、宿
舍文明、食堂文明、网络文明”教育活动。
６ 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学生培养工作。按照
“统一要求、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和
“混合编班、混合住宿”的要求，遵循
“严、爱、细”的原则，从教育、管理、
服务各个方面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工作，促
进少数民族学生成长成才。组织召开学校
和学院层面的少数民族学生座谈会，了解
他们的思想状况，关注他们的学习问题，
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积极组织新疆籍学
生向当地申报援疆助学金，共有６４人提交
了申请材料。
【学生社区建设】 以营造安全、文明、和
谐社区为目标，加强社区安全建设、宿舍
文明教育，构建和谐社区环境，保障学生

学习生活。１ 落实社区安全工作。继续完
善学工—保卫—后勤社区安全联动机制，
定期召开社区工作协调会，加强沟通协调，
形成保障社区安全的合力。定期召开学生
公寓管理座谈会，倾听广大同学关于社区
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社区安全教育，宣传安全知识。
２０１６年度共开展安全检查３４４次，发布违
纪通报４２次，查到宿舍违纪学生１ １２４人
次；共组织相关部门和学院领导教师社区
值班１ １６４人次，组织学生社区队伍安全
巡查３ ６６０人次，做到了全年全天社区安
全巡查全覆盖。２ 加强宿舍文明建设。加
强社区基础文明建设，定期开展社区文明
督查，２０１６年度共发布文明督查通报３６
次。充分发挥社区队伍的主导力量，加强
社区队伍的培训和指导。２０１６年度辅导员
进宿舍次数达７ ８４８人次，每月人均６次以
上。拓展社区信息收集渠道，畅通学工
处—保卫处—学院—宿舍信息沟通渠道，
２０１６年度共收到反馈信息３３２条。加强社
区文化建设，２０１６年度共开展橱窗评比４
次，悬挂社区横幅５５条，制作展板１６０
块，“文明宿舍率”达８０％，办理社区文
化活动申请３４４次。３ 构建和谐社区环
境。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暑假前完成
１ ６３９名医学类学生“大进大出”宿舍安排
工作，对４ ６０６名本科生宿舍进行了调整，
对１５７名研究生进行了宿舍归并，协调有
关部门制定学生宿舍维修改造方案和２０１６
级新生住宿方案。２０１６年度共办理本科生
走读１６５人，宿舍变动３３３余人，研究生
申请住宿１８１人，研究生退宿１９２人，为
１ ５６０人办理了考研晚归证。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实施暑假改造维修方案，制订２０１７年
公寓维修改造计划，共计涵盖４１个维修改
造项目。协同开展社区环境整治，为广大
学生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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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助管理】 ２０１６年，学校学生资助
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完
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体系及渠道，构
建“奖、助、贷、补、减”资助体系，贯
彻“四结合”的工作理念，做好做优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帮扶工作，成效显著。１ 加
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做实资助基础
工作。修订完善了《江苏大学经济困难本
科生资助管理实施办法》，制定实施了
《江苏大学本科生家庭经济情况量化测评指
标体系》，完成贫困生认定和省学生资助管
理系统的信息核对、录入，建好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总库和孤儿、残疾、少数民族等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分类库。７ ５６３名家庭经
济困难本科生１００％得到资助，１ １５４名家
庭经济困难研究生也得到有效帮助。通过
手机消费情况调查加强贫困生再认定，３２
名同学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降为“家
庭经济一般贫困”，２１名同学被取消“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２ 完善“五位一
体”资助体系，做好经济帮扶工作。全年
共发放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８ ７１２
人次１ ６２６万元，发放校级社会奖助学金
１ ２５２人次３２０ ３４ 万元，校阳光助学金
１ ３３８人次１２０万元。新增校级社会奖助学
金１１项３４８人次３６ １万元，全年全校社
会资助总额达４２５ ０３万元；为３２名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提供１ １２万元四、六级培训
课程优惠。积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１９５名学生成功获校园地贷款１５１ ２２万
元；３ ２５４名学生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２ ５００ ４６万元；完成６０５名２０１６届生源地
贷款毕业生、１４３名校园地贷款毕业生毕
业确认、贷款诚信教育等相关工作。设置
校内勤工助学固定岗位近９００个，发放校
内勤工助学报酬８ １５４人次２３３ １７万元；
积极稳妥开展校外勤工助学工作，设立４５
个固定勤工助学岗位、１９７个临时勤工助

学岗位；６８９名学生获得校外勤工助学报
酬２６６ １９万元。为２２家校内单位安排暑
期勤工助学岗位４８７个；首次与电信合作，
安排５０名学生赴扬州电信１０ ０００号勤工俭
学。完善《江苏大学家庭经济困难本科学
生学费减免实施方法》，做好残疾学生学费
减免１７人１１ ６８万元，服兵役学费补偿、
减免７２人１０４ １６万元，首批２２６名建档
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减免学费９０ ９７７
万元。向２０１６级１２０名学生发放临时困难
补助４ ８万元，向１３５名家庭受灾学生发
放临时困难补助５ １６万元，发放圆梦助学
５人３万元，向８９２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
放爱心保暖内衣，价值１０ ７０４万元。积极
做好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疆籍少数
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评审、发放等
相关工作，进一步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和
后顾之忧。３ 开展“励志、诚信、感恩”
活动，提高精神帮扶实效。继续做好大学
生勤工助学服务中心、伯藜学社２个资助
类学生社团的管理和指导工作，全年举办
慈善类、创业类、综合类活动５０余场；首
次组建伯藜支教团暑期赴贵州支教。全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义工活
动，全年完成２５万小时义工时数。继续开
展“给我一个家”“三星”评选等扶贫励
志教育活动；１１项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
涉及２０１６届获贷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等近
２ ０００人次，全年提前还款７３８人７８６ ６３
万元，确保学校学生贷款逾期率保持在一
个较低水平。组织２０１６年度校级社会奖助
学金颁发典礼１场、奖助学金座谈会１６
场；组织７８３名获校级社会奖助学金的学
生参与“我给资助单位（个人）写封信”
活动；组织受奖助学生２００余人次参观、
拜访资助单位及个人；召开获校级社会奖
助学金毕业生大会，培养学生诚信感恩意
识。４ 做好资助有关评审及材料报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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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扩大资助宣传力度。圆满完成２０１５年
度江苏省资助绩效评价各项工作，连续第
六次获得省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绩效评价
“优秀”。积极参与省资助中心“他们———
我身边的资助”微电影创作活动，报送的
《青春圆梦》微电影作品荣获省一等奖；
上报５０篇征文、２５份视频、８份主题宣讲
材料参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的
２０１５年度“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
系列宣传活动，２人分别荣获全国视频优
秀奖和征文三等奖。组织学校陶学子参加
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的各类比赛，在第
四届伯藜创业计划大赛、２０１６伯藜—新加
坡管理大学乡村创业课程选拔、２０１６年
“伯藜之星”评选、２０１６年陶学子“学业
发展奖学金”评比等活动中，学校陶学子
都取得了不俗成绩；８名陶学子获得免费
赴新学习机会，学校赴新学习人数在基金
会项目实施高校中再次名列第一。重视校
内外媒体的宣传工作，２０１６年，学生资助
工作校内媒体报道３８篇，校外媒体报道３２
篇，其中国家级１１篇、省级８篇、地市级
１３篇。
【就业创业工作】 秉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基地为依托、以市场为重点、以质量为
核心、以满意为目标”的工作思路，精准
发力，综合施策，大力实施“就业质量提
升工程”。１ 精心打造立体化的校园市场。
完善“一条主线贯通、七类市场融合”的
校园招聘体系， “网上网下相结合”邀请
更多优质单位来校招贤纳才，助力毕业生
“足不出校”实现优质就业。举办了大型
综合性供需洽谈会２场、地区专场招聘会
３３场、“周三人才市场”４场、行业招聘
会２场、毕业生离校前专场招聘会１场、
大中型企业校园宣讲５５４场、兼职实习招
聘会１场，共计２ ９６３家用人单位来校招
聘，提供有效岗位需求５０ ０００余个。全年

组织毕业生参加省内外人才交流会１２次。
赴各地参加校企合作洽谈会１０次。积极开
拓就业市场，深化校地、校企互动交流，
走访安徽、浙江等７个市级人才服务中心
和１９个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成效明显，杭
州、合肥、芜湖人才服务中心携骨干企业
组团来校招聘毕业生。２ 优化全覆盖的智
慧就业平台。优化“１ ＋ ４”模式，实现信
息精准推送、精准对接和精准服务，充分
发挥“智慧就业平台”优势。“１”即以功
能完善、覆盖全面、数据联通的新版“江
苏大学就业信息网”为中心，有效实现定
制式信息服务和就业大数据资源共享，每
天发布适合学校毕业生最新招聘信息２０条
以上，全年完成４ ５０９家单位的招聘活动
资质审核服务。“４”是指借助“江苏大学
就业ＡＰＰ”、江大学工微信、就业微博、就
业短信等４个新媒体平台，多渠道推送发
布就业信息和招聘信息，为用人单位招聘
和毕业生求职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江苏大学就业ＡＰＰ”即时推送就业信息
１０万条以上。３ 全程化的就业指导成效显
著。加强就业指导研究室建设，开展了集
中式、模块化的就业指导专题讲座共９５
场。举办校第七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和
“镇江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进校园”“赢在大
学———如何进银行”“简历特训———打造
个人职业品牌”等活动，协同创新创业办
公室组织学生参与江苏省就业创业知识竞
赛。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顺
利完成毕业生到村（社区）任职工作。选
调生选聘工作注重全程化辅导，共有１９３
名同学报考选调生，２０名同学入围考察，
共录用１１人。西藏自治区专项招录我校毕
业生３人。完成师范类３３６名毕业生教师
资格认证等工作。４ 规范高效管理服务持
续加强。优化“七项制度”，实施“五心
服务”，部门人员均挂牌上岗。规范就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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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修改并完善《江苏大学毕业生档案管
理办法》，圆满完成２０１６届毕业生首次集
中派遣和档案寄发工作。印发《２０１７届毕
业生就业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开展毕业
生“就业指导服务月”活动的通知》，编
印《２０１７就业指南》《２０１７届毕业生生源
信息册》。举办１期全校就业辅导员业务培
训班。牵头开展“沿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区域联盟”各项工作，加强与成员高校
协调，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编印１０期电子
工作简报。５ 精准帮扶助推充分优质就
业。按照“全面梳理—分类帮扶—个性服
务”的工作路径，校院两级实时互动，层
次化扶持就业困难毕业生１００％实现就业。
健全“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库”，会同
各地人社部门，跟踪指导、精准帮扶，做
到“离校不离线、服务不间断”。实施了
“２０１６年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计划”“零距
离就业行动计划”，给毕业生提供了针对性
的能力训练和岗位推荐。实施“大学生就
业援助工程”，完成２０１７届３４６名毕业生
的求职补贴审核工作，共计金额５１ ９
万元。
【心理健康教育】 坚持“一点四化”心理
健康教育理念，夯实“队伍机制筑心工程、
心理活动健心工程、教学科研育心工程、
咨询服务暖心工程、危机预防护心工程、
学困帮扶塑心工程”等“六心工程”基
石，努力打造有江苏大学特色的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模式。１ 筑心工程：队伍机制建
设夯实基础。不断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工
作高效顺畅运行，中心坚持例会制度，队
伍梯队培养，全年选派专兼职心理人员１０
人次外出参会、培训或督导。加强心理辅
导员队伍建设，举办第十八期心理辅导培
训班，每学期２次学生心理动态汇报，着
力打造心理教学、团体辅导、心理咨询三
支队伍。注重心理委员培养，组织２０１５级

心理委员参与心理公选课学习，完成３４０
名２０１６级心理委员的校级心理体验式培
训，共评选出心理委员先进个人５１名。重
视心理信息员培训，完成２０１５级１ ２９９名
心理信息员２个专题的心理学理论培训，
完成２０１６级１ ４２７名心理信息员的宿舍管
理制度与安全防范知识的培训，并组织编
写了《江苏大学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工作
手册》。２ 健心工程：心理教育活动“四
季引领”。根据季节特点，结合学生需求，
举办了以“感受生命活力”为主题的第五
届３２０心理健康教育周、以“聚心　 筑梦
　 飞翔”为主题的第十五届５２５心理健康
教育月、以“心飞翔　 梦飞扬”为主题的
第三届９２０新生心理教育周和以“心身健
康　 快乐生活”为主题的第六届１２·５身
心健康教育月活动，打造了以“３２０趣味
心灵竞技赛，５２５心灵手语操大赛，９２０心
理信息员培训，１２·５身心健康工作坊”
为特色的四季引领文化品牌。全年共举办
心理类活动１３０场次，万余名大学生参与，
营造了良好的心育氛围。３ 育心工程：教
学科研工作稳步推进。教学科研成果丰硕，
在２０１６全国科技活动周“让心理健康理念
进入每个大学宿舍”项目中，１人获评优
秀组织者，２件作品获一等奖；１篇论文获
评省心理健康教育优秀论文；心理健康教
研室１名成员参与省心理教材配套教学视
频的录制；在校首届素质教育类课程讲课
竞赛中，教研室参赛的２名成员分获一、
二等奖。组织修订了３门心理类公选课大
纲，开展了学业规划课新教师试讲活动，
举办校首届心理健康教学比赛，全年共承
担４门公选课教学，累计选课２ １１２人，共
３７２学时。４ 暖心工程：心理咨询服务
“质”“量”并重。以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
为基础，以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为核
心，以培养大学生心理素质为目标，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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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心理咨询工作的四维协同机制，保证
咨询预约全通道运行，心理咨询全资质上
岗，心理咨询全天候服务，心理咨询全方
位设置。中心启动了新的网上预约系统，
可同时开放４个心理咨询室，建立了医学
版块“心韵阁”心理辅导站。截至１２月
１５日，心理中心共接待主动预约来访学生
４５８人次，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５ 护心
工程：危机预防干预“质” “量”并重。
不断加强危机预防“金字塔式”四级网络
的建设，强地基，重落实。心理普查２０１６
年采用新系统老办法，共为在校的１０ ０９５
名２０１６级新生建立了心理档案，建档率连
续６年１００％；对普查筛选出的７０９名重中
之重人员，组织心理咨询师进行一对一标
准化干预；对于普查筛选出的重点人群，
配合学院开展好摸排干预工作。加强对老
生心理危机的实时摸排，重点人员建档随
时观察，患病学生及时转介备案与监控，
真正防患于未然。６ 塑心工程：学困生帮
扶教育成效明显。继续深化学业困难学生
“四位一体”的帮扶教育模式，不断巩固
帮扶成效。组织申报的学警生帮扶项目成
功入选教育部２０１６年全国辅导员精品项
目，并在第１５７期全国高校辅导员工作精
品项目建设与职业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上
进行汇报交流，项目研究论文在《中国成
人教育》发表。组织了第九、第十期励志
素质拓展训练营，参与学员１６２人。学警
生帮扶效果显著，获江苏新闻网报道，统
计前八期帮扶效果，总体转化率达
７４ ７４％。　
【学生国际化工作】 围绕学校教育国际化
目标，深化教育引导，加强项目宣传，营
造良好氛围，为学生国际化发展做好服务。
１ 深化教育引导。联合国际处、语言文化
中心组织召开了首届学生海外学习项目现
场咨询会，２５家校外单位到场参与，集中

为学生介绍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春季学期开展
的４０项海外学习项目；开展了春季海外学
习项目宣传周活动，摆放宣传展板６０块；
全年组织召开海外学习项目宣讲会５０场，
张贴各类海外学习项目海报１ ５００余份，
更新、发放海外学习项目信息表２ ０００份，
完成“江大学生海外学习”８个ＱＱ群、２
个飞信群的信息更新与咨询答疑工作；组
建并培训了２７人的海外学习宣传队伍。学
校全年赴海外学习８３５人，其中通过短期
项目确定赴海外学习学生为５９３人（其中
京江１５３人）；毕业生留学人数进一步上
升，留学层次进一步提高，共有１７０人
（其中京江１７人）将赴哈佛大学、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伦敦大学学院、多伦多
大学、京都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名校留
学深造。海外教育学院３ 名留学生在
“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写作大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受邀出席在联合国总部举
行的为期５天的国际青年论坛。５３１名、
３４７名学生分别参加、通过出国类外语考
试。２ 积极做好项目推进工作。组织江苏
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江苏省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暑期文化交流、美邦国际
暑期带薪实习等４５个学工处牵头的海外学
习交流项目的宣传、报名、选拔工作，完
成学生签证材料指导办理、催收、整理、
行前培训等相关工作。积极做好项目调研
反馈工作，累计召开海外学习项目座谈会
８ 场，发放问卷３００ 份，满意度达到
９４ ７４％。连续４年编印、发放《江苏大学
学生海外学习项目手册》。３ 用好激励政
策。２０１６年前三季度已分３批为５９１名
（不含京江）海外学习或参加出国类外语
考试的学生资助、报销费用１９２万余元，
京江学院为２００名学生资助、报销费用
５９ ７万余元。拓展海外学习渠道，新增暑
期赴日带薪实习、纽约大学暑期访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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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曼彻斯特大学暑期国际战略管理培训、
剑桥大学寒假创新管理、韩国中央大学寒
假文化与创新项目等１２个海外学习项目，
４６位同学通过这些项目赴海外交流学习。
【工作队伍建设】 坚持辅导员队伍职业
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加强省辅导员
工作研究会和辅导员基地建设，强化队伍
管理，为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
供保障。１ 推进辅导员研究会和辅导员基
地建设。辅导员研究会和基地工作稳步推
进，建立了研究会微信公众号，承办了第
五届江苏省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复赛，组
织完成了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
２０１６年专项课题申报评审、工作案例征集
评审、会费收取、高校辅导员工作精品项
目评审及江苏省全国高校辅导员优秀论文
评选推荐等各项工作。学校辅导员基地申
报的２个培训项目（创新创业指导教育和
学院党委副书记培训班）全部获批省辅导
员示范培训项目，参训学员近４００人。举
办了第１５０期全国高校辅导员骨干培训班
暨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提升班，参训学员
共５７人。举办了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高校新任
辅导员岗前培训班，参训学员７０余人。
２ 进一步优化辅导员队伍结构。认真做好
２０１６年新聘任１７名辅导员分配、实习和
上岗培训工作，组织开展２０１７年专职辅导
员招聘工作。完成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兼职
辅导员聘任，共有４８名兼职辅导员上岗。
进一步优化辅导员考核程序，强化过程管
理，完善考核系统，首次在奥蓝系统中开
展２０１６年度辅导员考核。坚持和完善岗位
职级聘任制和职务晋升机制，进一步稳定
工作队伍，共有２４名专职辅导员被选拔到
各部门和学院管理岗位，实现了工作队伍
的有序流动。３ 加强辅导员培养培训。扎
实推进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精心
制定并实施了２０１６年辅导员校内培训计

划，邀请多位校内外专家开展专题讲座。
举办了江苏大学第三届辅导员职业能力大
赛。组织开展了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三期、
第四期高校辅导员网络培训班。完成了
２０１６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评审
工作，３０项课题获立项资助。安排４０名
辅导员参加全国、省级辅导员培训，组织
７名辅导员参加职业指导师培训，３名辅导
员通过心理咨询师考核。

（撰稿人：杜明拴　 刘　 畅）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级免试硕士研究生推
荐资格学生名单　 江大教〔２０１６〕６５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超李俊楠徐传孟彭波
王文伟陈彩燕张晓玲马鸣远
王癑岳亚妹徐巍罗聪

财经学院
陈阳段瑞佳姜苏航蒋雯
陈慧宇胡佳佳焦梦露刘丽
徐文方致远黄涛王瑶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何晓婷刘波赵若妤王乐乐
王亚琦陈鹏李保润张逸
杨逸彬朱燕妮张生鹏贾宇浩
王欣姚甜翟芳芳倪佳俊
王寻于笑钱梦男

法学院
刘源卜国欣周畅张颖祺

管理学院
尹俣潇孙秋吉朱琪玮郭海望
芦萌萌杨欢王涵李慧
潘晶杨晓雪张甜甜杨旭
陆剑郑玲玲郑慧娴

化学化工学院
朱瑶贺强岳晓阳陆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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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明曦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张晗殷迪韩冰
机械工程学院

陈锂权王庆伟冯江华吴蓉
李亚超陈凯刘宁王睿
冷亭玉范林生沙磊於伟杰
田万杉屈泽峰赖泽豪王宇
曹斌高鸿飞邵亦锴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奚钰佳程振桥余楚恒李娇
祖婉婉黄毅洪锦堆付梦莎
王宇飞金洪影魏国强

教师教育学院
蒋雅静

理学院
段诗达赵玉萍王宗灵霍榕容
陈莉莉王学银刘宸陈全中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梦婷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石琳王开珉黄玉磊岳修鹏
符玲莉叶锋于江鹏邝锡金
明祥栋马昆煜程晓婕陈智群
张威蔡迎红陆尧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周新宸王浩祥赵晓聪陈
孙东喻康颖施雁云陈晨
陆大勇季亮臧勇徐斌
高婉莹朱大全严炎智陈鸿渤
胡楠楠崔义忠黄映秋陈勇
刘伟贺俊杰黄小龙韩静文
孙坚添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彭瑛蒋彩萍唐川惠赵丽霞
陆峰赵阳洁张俊俊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陆如霞张军吴佳琪杨凯逊

周烨雯曲怡霖
外国语学院

江丽莉徐亚文
文学院

万泳菁蔡晓伟齐华陆雯洁
药学院

邵凤霞赵丹李洋马萍
王思琦

医学院
左晨艳姜心怡王妍然韩新烨
朱君王文欣王慧之夏雪莉
李彦彦王慧源姚雨叶张迪
王蓉蓉李倩楠马原欣陈宇璇
史春璐袁一航张煜婕丁瞡
周露张璐玢

艺术学院
尹思思邵怡谢婧靖王琳
郑泽君高紫

"

无锡机电学院
田绪亮王磊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学院、专业均按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杨　 雪石燕菲孙绪蓉潘南芝
于　 静夏鹏健惠爽谋张　 涛
杜重凯马奥林马墨霖关　 浩
黄江麟池家明赵　 博谭宏儒
郑　 攀于　 超王成飞陈克宇
钱　 康石　 亚徐家乐顾守曦
周家正丁若恒荣佑珍鞠　 娜
李　 享沈　 琼李旭敏林　 武
王子龙何　 晗薛家清代亚威
邹吉炜李梦圆陶志伟马彦军
马宇超刘安林李毅超张　 宁
姜　 鹏李　 磊毕曙杰董质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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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杰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李沈杰郑启明张　 燕王静静
吴琳玲陈雪莹王　 毅张文豪
王　 玮李思涔周　 华关　 创
王?癑赵泽综周剑睿伍修文
严　 庆刘　 新虞东霖唐　 珂
沈一凡邱金龙顾海东詹聪聪
李　 芳潘　 双谢　 媛丁佳豪
陈建超李佳辰陈　 真林朝辉
王小帅柳家骝马少斌赵建东
王　 平赵　 翔倪春伟基亚成
黄松青周东一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许苗苗涂文臖刘等等胡　 芳
夏俭春刘　 敏王丹萍陈冉冉
于晓凡沈江涛田　 振胡杨明
李苏生卓常辉罗华健赵仕东
黄俊成魏久川杜　 程孙　 屹
周　 航沈新智孔　 诚张爽爽
刘甜甜刘芳菲冷京航赵　 杰
王　 筱江晶莹杨海樱高　 磊
夏　 振程　 杰孙　 康张鑫宇
任启

#

刘仲良李煜伟刘　 兴
鲍　 昕陈鑫磊张旭东孙　 林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李　 卫逄淑宁陈　 伟潘　 权
程　 娜马媛媛朱　 佳施晓萌
王济祥张孟阳李生辉韦明敢
喻书豪贾广雪谢小超尤奇遷
陈　 昆李承龙莫厚毅许　 超
黄启明瞿国华王毅森杨　 山
李新芽欧鸾瑜宋　 佳吕梦晴
商　 铫王　 烨胡向涛陈嘉晨
潘　 旭潘文吉冯　 超陈彦虎
任宁庆董桂桦田　 浩马　 英
仲　 跃葛　 青陈　 磊李鑫宇
丁　 力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赵亚冉李　 云吴　 凤赵　 倩
郑世利谢元涛潘宏明刘逸欣
刘振宇唐　 旭吴国斐谢　 旭
郭　 雄莫维祥吴国栋赵玉红
梁金敏江　 丹盛　 开汪玉蓝
余　 乐林鹏飞严婷婷金　 开
管海清韩　 俊王　 涛林志颖
刘旭凯张　 旭张　 涵仵星宇
陈祖磊王有强苏有智杨卓强
叶辰东于纬天刘腾飞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电材料与器
件）专业
吴云凤郭赛雅张佳月李晓英
李　 婧张　 勇孙恒宇张可胜
黄慧武闫天旭易达柳阚高远
陈子龙蒋　 涛姚永健张逸良
白江鹏池颖薇张　 昭李元莉
宋文静朱卓冰郑科城程煌煌
王　 威孙继文国　 奇杨泽鹏
谢政达李　 乐魏伯儒廖　 宇
曾统显徐伟亮蒋豪聪
冶金工程专业
智　 辉田　 佳刘思奇杨柏林
杨广林卢一帆李成浩王星奇
李润泽王天成范晓建李　 杨
李　 腾姚　 伟刘　 剑郭　 繁
王文彪张　 炜刘嘉辉闫　 寒
李　 超陈　 聪丁仁发张义超
$

志伟徐　 新黄　 超管　 飞
曹　 彬李文滔李德龙乔孟飞
董　 鑫曲晓健陶乾顺高雷章
赵　 锋褚少磊李晓炜

财经学院
保险专业
卢新星刘　 畅蒋　 婷朱妍洁
葛兆君薛佳琪盛霁瑶常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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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姝婷商　 童王　 慧芦　 易
俞春音冯东颖师家慧刘　 月
刘梦蝶王癑萌徐苏苏王蕴屹
余秋景彭仁慧王钰洋毛诚悦
石思凯
财务管理专业
石俊敏许云云曹莎莉周　 蕾
丁晓营夏开环陈　 茜郭　 妮
周梦蕾葛雯君吉　 晶劳雪淼
杜　 菁缪晶怡徐恃婷徐秋娴
邱洁韵俞倩倩叶　 婷吴晨曦
李佳欣刘佳文张宇宸陈　 政
王　 聪陈　 俊郑子轩陈良宇
周润东陈晓达倪　 超田激扬
汤　 洲夏盈池苏　 珉崔梦影
代　 梦赵子叶闫瑞瑞赵文丽
苟添姣何　 敏陈　 璇葛蓥滢
杨晶晶张　 铃杨钰姣金　 秋
于　 佳张　 弛姜　 昀孙　 凡
刘云霞石倩倩王　 宁王文仪
龚丹丹何梦圆马锐淇易　 
肖开言资正云施煜新邢　 凯
邹　 冰邹一鸣陈茜蓓
财政学专业
金　 敏张　 琳杨晓敏庞鸿丹
吴梦蝶李　 涵赵天旭查文旭
杜　 乐陈雨洁杨南南丁晓萍
钱平川王培文段万静龚莹琰
周艳星许纪菲石原阁李　 娜
周　 耀尤梦珂肖小林姜植炫
杨凯璇李　 健高凌宇鱼家诚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倪绍朋黄潇雯李舒婷付章欢
孙　 雪郭晓宇姬文玲张　 烨
殷梦霞严　 帆何　 艳金王莉
丁　 洁潘嘉玲解　 璐王冬雪
王　 琳柳俊霞石　 映顾柳佳
李睿洁朱晓钰张　 钟　 欣

冷合龙黄恒宇叶新桃陈　 诚
孙德翔谢铭哲赵一都吴婷婷
杨茹梦张　 妮周兆荟史静静
李树蕊张　 帆周　 倍徐　 倩
王　 佳徐雪利张琦尉朱　 敏
朱　 癑葛雯雯徐文静吴　 ?
孙虎妍陈　 旋过晓颖于娇娇
林圣俊康景山王富森李　 鸣
吴　 硕范迎春郑天博
会计学专业
陈　 阳陈怡名瞿　 诚张　 畅
胡一楠龙薛果钱晶晶周　 颖
邹牧云赵萌萌王笑笑张　 敏
范梦溪史　 靓吕碧莹周佳玲
徐苏林丁奕文姚昕昕张明瑶
葛沁云翟志秡李家敏夏　 旭
王心怡董佳琪诸依沁金梦琪
胡　 坤王　 禹陈抚群卞振宇
许胤杰吴　 桐王　 磊徐文彦
王丹丹华晓丹杨彦妮顾　 娜
白玛玉珍钱　 淼杨烨琦
陈商清吕　 程姜彦君吴菲儿
吴佳悦徐　 禾符欣宇孙铭潞
杨　 奕董靖文陈子雨余　 宁
宋雨黛唐尧佳曾　 东于　 威
夏祯阳武蕴之陈　 宦管　 慧
杨林静宗卫琴陆小雨傅陈伟
陈柯羽范馨匀韩青秀吴敏娜
纪晔丽沈悦人杨文青匡　 妍
张钐娜石晗癑褚晓桐林霓君
时心怡胡懿文赵彬彬张　 溪
何怡澄孙灵珊王　 月
吴坚旦增潘云骢黄伟岸
杨睿璇沈　 程崔欣迪成雪姣
张晓雪夏梓萱周　 敏于　 淼
丁　 段　 政潘紫燕唐婉苏
陈　 露徐　 茵顾　 颖薄敏
唐诗韵李雪彦姜晶晶邹珂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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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之闫潇允谭　 畅周湘雨
张昱晟徐　 晨陆扬扬陈秋阳
盛志城马　 尧杨　 磊陈谦益
石泉路钮瑜静石　 倩倪　 雪
何静叶金　 晶章冰玉端晨阳
魏　 岚周　 颖周　 欢翟丹丹
黄一凡屈楠钱思颖张　 妍
雷晨曦叶玮雯陶嘉慧王　 颖
郭懿洁欧阳梦玉韩　 冰
韩　 冬夏　 坤凌超张　 晗
徐晓远许凯成秦一雄谢朵朵
武江霞高丽梅葛荧楣尚凌云
陈　 洋严丽雯姜　 澄诸慧筠
倪英豪虞　 慧江　 湛高君琳
秦莞尔樊王臖徐皙之周思言
翟锦岑王　 惠雨倩彭徐晨
陆　 舟张宝丰魏天成顾靖晨
陆　 超朱星远周培伦庞琦烽
管敏君吕　 妍鲁金苑刘　 颖
冯爰媛李　 享
金融学专业
谢　 倩刘　 倩于　 洋万晓萍
李　 旋陈　 倩靳萧铭杨　 怡
王丽旦贲　 琳吴　 旦陈　 曦
薛烨南沙静钰蒋　 敏时志炜
王　 璐张　 铭郑允飞唐世杰
杭定一孙义烨王承?王培源
李　 维方　 浩张苏川邓凯译
杨　 璐黄旖旎黄婉娟沙　 莎
石　 唯张　 敏陈　 媛刘亚歆
王瑶瑶吴旋子季颖洁柏　 钰
孙梦瑜薛　 佳张怡君许　 倩
邵　 月陆诗楠陈中秋孙　 杰
毛凌飞袁泳鑫顾志洋黄剑震
陈冰健盛耀辉陆　 扬侯梦茜
王思琪王志美王靓楠卞晓冬
尤欢欢赵荣叶杭坤宇王新明
朱怡婧符晓雯徐诗颖刘方泽

孙心怡廖　 璇周程程唐佳炜
杨晓瑞黄妍超王　 杰黄陈伟
浦鹏韬石子豪袁志峰严恩鑫
曹　 翔陈哲滢贺小格许　 雯
崔　 岩葛　 凡江佳琳徐晓玉
顾亚妮姚　 蕾陆陶钧吴新月
严梦如彭　 茜宗珊珊马丹妮
王　 露张一舟毛雯青黄　 印
马高峰徐品德王　 志李正峰
戴　 宇朱泓瑾高云飞黄若洲
吴聪聪王亚飞
能源经济专业
刘道运符方丹孙玉颖吴　 睿
李正霞石　 磊吴俊婕潘力萌
孔维菁徐　 阳张春玲孙素婷
王淑琼强嘉怡冯　 敏钱秋桐
纪　 芯陆春桦赵　 晶郑奇成
王维克郭伟明冯旦旦黄泽宇
王　 允
统计学专业
李　 欢刘蒙单乔　 宇陕婷宇
杜月娇李　 媛王培培卞慧雯
杨缓缓李　 晶钱怡玲章含臖
韩亚琼毛　 蕾汤晨杰方　 颖
顾君颖王宇杰马海燕马梦琪
彭　 靓马静静周筱筠严湘湘
白　 卓陆金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张斯锐杨天舒蔡　 婷聂青青
周　 艳陈佳敏许嘉玲蔡欣晨
孙秋雅汪　 舟吴　 李若冰
丁　 立胡宇翔郭家春丁　 岭
胡　 斌高猛虎谌　 润王　 乾
王嘉鹏丁鸿远侍厅厅宋　 烨
姚　 澄黄晓剑孙　 超邱殿成
许桢杰黄宜军陈思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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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凌昱进杨兆成何　 律
吴浩泽马兆宇曹伟思丁　 凡
刘　 露漆南之陶佳慧刘煦然
吴　 虹姚虹阳张　 颖程健俊
李思源赵　 鹏余　 沛李天坤
童　 浩罗坤峰蒋　 涛黄玺舟
华　 晗钱程烨孙　 龙陈　 浪
许　 实马鹏墀柏一南李星宇
魏俊杰刘晨慧台　 竞黄　 磊
冯驿棋吴少华曾现现黄　 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专业
刘春燕陈　 颖缪金金姚云龙
王　 锐郝海洋吴梦麟杨安晨
邵志伟高永清蒋　 威赵亚洲
刘治岐周　 杰周　 正王新强
朱靖宇许珂瑞陈荣春卜霄霄
杨玉琪温金晓史巧燕袁　 渊
马安琪郁　 叶张加丽张凯丽
徐　 丹沈　 霞龙　 勇石　 浩
徐俊豪朱二永徐长波程一峰
陆天豪郝正杰刘　 浩韩　 煦
蔡镇鑫姚沼林李　 晨沈灶君
卫成清蒋　 莉李　 斌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张　 欢李　 梦汪玉琴赵甜甜
詹筱珊王佳媛王彬羽刘　 丹
郭　 前宋　 樱张新定陈　 霖
吴亚明杨裕伦卫小帅周祖学
吴国庆丁睿智焦李亮徐步青
张　 新卜小康陈　 康尚振浩
汤潇文惠海芳刘　 欢杨夏倩
宗卫云李小悦代明君曹丹华
刘　 静李妍君陈明杰唐　 栓
陈家伟靳海涛梁成算陈益强
李　 斐冯泽豪李振民魏明吉
朱本杰王绪芝宗楠楠徐胜达
夏　 奇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何晓彤程　 艳陈　 晨胡　 敬
浦尉玲随国鑫杨　 磊赵伟斌
余文翔张高杰谭文军阮福生
阮文楷捍炜栋张　 江陈伟功
陈星星姚　 棋李　 建张　 扬
沈　 威吴天豪李超群白尔雪
赵文静卫　 俐郭雯雯沈佳婷
沈丹婷范楼苗李文阳林冠雄
席佳新郭振宇袁忠宇潘　 登
吴昭榕靳康康崔舒扬郭源懋
王经亮朱　 陶董　 靖薛永仲
陆海鑫倪志杰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王天琦刘　 玮武　 琼焦瞡芸
瞿虹青张钰浈谢袁平刘　 芸
宗鹏鹏杨文浩葛雨杰樊　 杰
龚　 吉丛明辉蓝海梦钟在攀
赵艺聪王晓军范子桐车　 伟
李明达杨年亚徐鹏坤李训

%

张宇航吴龙奇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高梨青张　 果张晓艳安　 阳
刘　 爱刘洪艳李　 燕金鑫艳
刘思妤刘　 蕾陈子君束月霞
石　 雯孙　 倩黄鑫蕾周　 瑞
周　 顺谢建成赵骏青黄　 剑
董　 飞
自动化专业
郑　 皓张豆云徐春慧陈盼盼
蔡楠楠房胜男黄　 余陈　 辰
蒲　 立罗　 青郭元堂班明勇
唐正东徐　 群夏　 泉陈　 健
戴超宁于子淇刘一峰魏　 东
张炳南陈志鹏夏　 洵陈　 凭
沈思琦丁莉辉陈淑娟吴蒙蒙
蔡　 辉马志鑫赵书成王世全
刘欣奕周智聪罗　 伟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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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鑫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孙冬冬周　 扬孙金林王　 庆
林志鹏刘仕望陈　 晓任燕强
孙士秦胡方圆颜丙磊沈泽武
彭　 英潘小云章　 希金妍琦
朱嘉慧官小颖阮建君甘　 雨
张庭瑞赵潇男李　 月段贺贺
金梓安阿布都卡地尔·阿布拉
张小聪杨天开李尚龙虞子豪
万晓晖陈养生张　 笑盛　 宙
丁鼎立钱志杰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陈海銮郑雅芬汪　 娜王　 繸
尚转转李　 昕王啸洁吴冠珍
琼洁卓玛于晓蕾石敏娜
龚　 韵孙秋云王冬冬谢露霜
吴海容彭　 宁唐烨艳顾晨蕾
赵宇星陈春霆杨　 帅李　 智
茆　 吉
工商管理专业
卢鹏宇储佳娜贾　 旭吴慧芬
张　 露刘英杰杨佐君管慧娟
吴　 娜范　 伟陆　 叶赵荧梅
张　 娇徐蔚然王　 欢朱　 宁
沈　 洁胡红荣李　 洁丁　 婷
张　 衡翟鸣鸣裴　 明邢惠淳
沈鹏群陶奕航于　 博陆涵逍
刘茹梦曹　 娟刘　 莹王彬丽
李姗姗陈　 荣刘　 菁汤　 婷
聂肖云严盈盈华　 颖钱丽佳
王　 琪陶　 佳华　 涵陈　 颖
胡珊珊谢钰佳孟辰阳田国胜
李树锋陈世福邵吉雄杨麒麟
张先洪刘昱航隋世国杨万慈
工业工程专业
王杏颐徐丹妮胡　 敏赵崇雪

陈　 颖张雅楠胡梦璐白雨济
周沁怡季彩颖郑万雄郑　 翎
刘　 权陶民生陈　 灯吴佩聪
贾　 宇谭　 震王　 豪路　 鹏
朱　 笛张海晶郑　 ?吴　 鑫
赵家雄丁章鹏邵海军陆淑娴
刘春红吕亚娇王　 妮吴秋盈
田柏琳杜　 妤陈李燕陈小云
田　 曼丛钰莹赵方起张凤竹
李导宁刘慧超应梦煌王玉森
于成龙付龙飞何波群郭佳豪
杨　 磊童正成高泽昊梁　 鑫
相　 模华　 康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蒋　 春姜心宁熊阿芳张媛媛
刘利利程凯璇谭晓妮张来泉
张　 璐李子惠李亚男李梓君
高红芳白玛央金单艾菲
朱　 艳曹佳洁刘梦怡镇颖超
杨　 娜沈　 景央　 珍次　 白
吴　 震刘智勇万勇均尚文强
贾修齐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吴云霞颜若寒田　 雯刘梦颖
邱琴琴窦彬荣白娴梅赵　 倩
赵润润丁　 颖宗凌羽张培培
范琼升吴英琳周　 时裴宇宁
胡　 癑杜　 甜陈天涯潘　 青
皮沁蕴项　 城丁　 磊宓凡涛
罗　 洋海金亮李青山孙　 峰
贺　 培李雪莹熊淑真张弯弯
刘　 璐王仲昊雷米娜郭梓芳
吴翠萍黄　 燕陈　 娇杨　 花
胡明春刘　 盼江霞艳姜馨悦
王婷婷卞敏辰张　 宁顾亚男
徐　 晴张　 杰孙祥志李亭翰
刘　 浩唐成贵周　 佳



(t45

３２１　　

市场营销专业
夏　 欣陈倩霞郑婉秋高书雅
邹　 欣刘　 燕张　 迪滕　 藤
陈一荻严晶晶梁赛飞王婷婷
张小琳李海艳于杨杨张　 悦
骆　 然任淑樱杨如君顾　 薇
孙婧怡李　 敏朱　 凌薛冬东
谭　 科潘屹峰谭　 畅张南南
张吉皓袁　 博陆非凡叶　 迎
徐大宁汪　 健朱雨杭陈　 前
物流管理专业
严明明张　 丽李媛圆李梦婷
曹　 莲朱　 倩周　 颖夏羽淳
胡　 瑜张志书胡　 鑫彭　 程
张快乐夏汉夫马明?赵　 伟
徐　 涛张君尧华　 夏邢　 健
解　 磊陈　 阳王　 玉朱梦义
焦　 洁许燕红郑　 丽刘　 丹
缪　 波屈宇斐易善康章泽宇
陈　 昌唐启成孟　 琦张　 宇
高巍巍肖海啸彭　 飞朱弘鸣
谢文华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丁　 锐王若玢丁　 楠吴壮芳
姜琼琼刘　 阳王玉珊王　 倩
景志红苑晓艺崔玉实杜　 涵
李月云赵蔡晴吴　 滢王海健
江海俊张　 亮张　 祥李九安
周　 鑫张伟兵周　 游王　 雍
旦增培杰陆佳健格桑土登
符春盈李依玲王若楠王　 臖
程　 芳龚中华姚转萍张璐雪
王红莲苏心怡蔡丽娜谢学慧
张晓宇谢书昭郭　 臣陈　 亮
张一凡李　 舵张　 飞朱　 超
张　 磊马　 超沈　 杰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师范）专业
陈　 潇张文驰孙伊琳常丹丹
陈泉润任　 怡刘　 雯王梦莉
夏　 萍周苗苗仇媛媛许蒙蒙
苏　 嘉吉　 玲李　 萍刘婷婷
胡静娴时梦莹汤　 会丁亚玲
董益利唐　 洋张　 晨马汝亮
王　 雷夏　 超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韩　 烁李俊文周　 琪李　 明
崔琬晶白　 雪田　 飞高　 欢
於亦男卢柳丽郭春兰陈朝林
陈　 耀田玉辉杜令印严荐鹏
王　 广葛性权杨　 瑞刘大明
丁桂宾张胜洋龙　 飞庄川林
邓晓雪张　 帅柳　 晔范　 越
王　 鑫周　 敏刘　 杰高　 瑚
贾清东王君义刘铭阳郑　 禹
周　 跃罗应标苑　 东赵金亮
李　 齐唐　 磊张和贵黄海清
应用化学专业
王雅平王莉莉姚俊彤田　 悦
马婉霞仇　 朗徐　 艳李筱芸
袁丹丹赖　 鑫吴梓阳王　 迁
王亮亮黄　 伟徐　 陈张前前
周庆捷李成浩宋　 涛白彦鹏
孙　 康全　 威孙　 林付　 良
房　 放张晓悦杨　 雨居　 尚
周　 琳王丽萍王媛媛陈业成
方振远宋泽楠王传喜周宏远
郭世赣李朋朋于丽学韩　 可
王云伟樊　 坤孙全胜张宇鹏
顾玉明钱　 峰魏爱民管泽群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朱婉怡张　 欢云　 霄张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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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烨婧杨秉丞申世伟杨维祥
孙国茂徐　 超周重阳郝佳宾
张族炎徐勤飞赵万里罗力川
周　 港吴炯?陈彦康闫　 霖
潘志斌陈思颖冯　 媛石叶佳
赵　 丹祝昕聪刘天宇陈志丽
孙　 浩戴忠友余沛霖许谭顺
侯佳祥赵超凡贾珍义刘剑豪
孙建欣周舒明敬天祥刘佳
姜祖威沈晨晨
环保设备工程专业
姜倩倩韩　 雪田　 元李锐欣
闻　 佳张金萍罗　 莲刘元红
李伯岐白　 璐张　 萍于启一
朱铭恺孙聪明闫鹏举张　 恩
陈诗龙刘展宏王　 勇刘　 涛
蔡其昌许宸博赵　 跃顾兆洋
顾胤浩
环境工程专业
黄婉玲赵璐璐石艳春刘灿灿
王延丽杨縮童王　 静周碧云
张　 菲梅　 艳朱　 婷石光亮
李林斌徐嘉泽黄兴东董一鸣
牛瑞东金　 迁程千文时　 伟
李继雷施鹤飞顾梦斌姚木兰
柏玉菲李淑惠王志文余　 萍
田　 婷章佳莹季　 张雨培
林加文秦晨雨詹　 春王大伟
徐　 汉史　 鑫赵俊峰梁建政
贾　 渊刘龙博梁永杰朱海东
张　 辰曹佳乐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许　 昕冯小彬刘　 洋林子力
王　 ?陈园园张佩佩殷　 菲
黄　 梦王洪涛陈远旭杨贵毛
张　 宇金　 磊张　 宏胡锦坤

孔璞裕潘盛军范敬伟周若愚
郁嘉晖杨　 挺范勤晗黄熠杰
季　 贤夏正东许立坤盛嘉端
许吕浩赵　 彤魏雨晨李洋洋
张　 林杜　 晗许　 琳王沂澜
侍宝玉高胜男朱文悦张勃文
凌　 俊李始文周　 阳王　 恒
田金辉韩帅军冯宝良杜程龙
顾　 琰韩　 臖曹一涵栾发加
王心源印学浩肖逸凯吴伯康
苏印红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杨哲宁熊　 松熊晋秀王嘉敏
热萨来提罕·吾卜力喀斯木
杨　 静张美玲郭彩云沙威威
冯鹤晔丁　 蓓李国玮
上官剑锋段永胜殷文韬
马志辉塔依尔·吾守尔朱志杰
徐　 聪花　 鹏汤济民王玉松
黄　 瑞黄文豪曹　 明孙　 源
高昌达黄嘉宣范　 宁张丁月
努里比亚·艾合买提邹吉菲
李　 芬华可飞李冬敏袁玉芬
陈新蕾黄　 婷郑昌忠李召旭
向　 前李自亮黄　 君安　 民
石云杰李志岗孙　 伟嵇绍波
李　 昊王　 旭杜　 鹏熊正兵
李　 涵董鑫阳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刘建东唐　 蓉赵欢欢王　 雯
毛宇航王加加孙玉辉付东升
牛洪超李　 伟高　 琪李桂鹏
王增生陈剑秋周　 阳施　 康
徐　 军贺　 宇贲秋程蒋　 枫
朱　 剑戴金新钱　 安周秋实
杨舒颖陆佳慧陈德宏雷朝鹏
赵梓鸣于双晨高俊山蔡昌乐
杨　 光王　 峰王　 栋陈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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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浩陈汉辉王　 祥濮一军
樊国昌柯　 俊王天伦花文超
沈祥璐刘升爱李　 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唐　 雷邓洪云周小钢周海华
张　 涛黄　 宇陈小丽石佑敏
唐宁静刘希超陈　 密刘　 闯
吕　 品彭　 康阿林辉石新异
蔡成彬王建航张　 生高　 放
吴　 侃王　 强赵传昌刘金超
戈志鹏朱林童魏晓东唐亚丁
谢　

#

黄锦栋陆　 静高明灿
陈平斌王　 鹏陈润涛陆志贵
马　 志朱　 伟郭亚飞曹增辉
张佳楠耿明亮张加力徐育康
郭　 庆张海恩王国桥刘　 强
孙昀杰魏　 策郭　 青陈武科
曹坚庆祁　 超向　 勇张　 夺
胡肖潇孙思远高　 凡柴弘扬
孙志强张　 露杨　 震黄帅林
钱飞杰杨一凡崔　 晓于壮壮
张文志孙　 逊顾　 克李晓国
唐一帆王　 奇冯嘉铖曹姜钰
张　 婧陈明明袁振华王　 健
王　 耀李　 胜王　 盼王海杰
单益华刘　 宇何镇盐魏倩军
陈　 郁朱恒伯焦银亮陆华城
余鹏飞朱大猛孙　 豪陈　 辉
吴　 ?陆　 铮徐子禾史鹏飞
尹叶芳丁振兴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专业
王友虎段亚超王墅珏蒋　 雯
孟李林曾　 威张江才孙阳阳
武　 森李思阳牛帅旗吕　 帅
申俊宇王　 磊朱　 浩刘　 刚
薛振博吉海波陈　 超袁登浩
杨文恺韩　 霖陶驾龙尹　 研
王　 浩朱宸煜薛方正沙德利

陈佳炜朱　 力马　 悦杨凯磊
杨贻勇何文渊刘　 宁王旭乐
王利宁李　 鑫吴敬文季仕杰
蔡　 健曹　 吴波波倪　 睿
金雨晗陆干森王　 刚杨　 佳
秦以江杨东升孔　 裕徐可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专业
解　 超林　 威吴春华汪　 健
陈大伟李鑫鼎罗春晖张明明
薛　 佳王金山杨　 健高　 鑫
周　 彬王　 超冯　 乐庞　 婧
吴升筌张文涛李凤国刘彦伯
邹承洪王元元杨　 双张兴龙
李凯祥廉益超胡晓芳朱　 颖
徐　 路杜建富蒋鹏飞金定弦
王法伟丁　 浩张　 阳王玉倩
王　 飞马安林罗雨钟袁　 广
黄振中朱天明周　 兵沙海峰
潘　 存陶天军梁　 静余新卫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王丽珍张成君李成倩金江玲
王　 绮周华艳于慧敏高赛宇
周　 倩徐　 敏杜俊杰王亚飞
李艾丹冯广欢胡　 洋陈林林
彭建勋卫军辉屈　 兴程义雄
黄　 鑫王继欣范常乐何佳宇
高　 兴艾　 鑫张广丽彭仕琴
孙冬梅徐凯豫张玉婷汤胜男
赵　 萍陈娇倩孟亮亮黄华金
占文斌郑本武董　 创高明琦
郝嘉成谭毓江李俊杰毕克飞
任　 云陈思文蒋敏敏李　 雅
软件工程专业
姜倩云张丽梅吴美庆张忠敏
王雅蓉葛红敏赵斌灿王严鑫
莫可宏王　 猛侯勇军马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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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鹏罗路辉闫治鹏孙　 磊
王勃博张　 波邓　 雷陈佳鑫
唐炜宁葛　 龙倪赛杰陈　 成
刘浩浩周子轩宫　 蕊文云丽
沈　 雪刘冬媛褚　 蓉钱　 苑
董樟裕马凌杰陈辉云罗建兴
陈　 晨赵文宇赵贝贝娄　 宽
任上海王　 康沈　 楠吕　 阳
蒋　 宇吕中剑张　 军卢惺鑫
李佳玲姚礼宗宗炜雯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方
向）专业
陶佳丽戴恺运王　 慧孙　 静
郝　 敏彭艳红周敏敏林　 倩
刘　 元王　 利丁蓉蓉刘康乐
朱　 青曹璐娇邵文雅顾　 迪
曹连芝王　 惠陈书杰史　 禹
李　 朋徐夏燕张远芳刘小琴
宋寒冰魏　 颖姚　 燕盛

#

琪
吴青霞胡　 倩赵　 娜张诗烨
周雨楠蔡雅洁何　 叶陶　 飞
陈　 曦李星星宋华茜仲　 泽
秦郁霏徐　 鹏任路成
通信工程专业
邵奕云高云云李思培王　 姗
宋　 巍冯　 容朱淑軻孙苏焕
居　 晶任　 妍周佳琳陈俊吕
钱慧莉殷夏玉徐沛帆钟绍玻
李　 强韩昊男杨曦明申　 延
马　 成黄　 松陶稼龙史良志
陈　 鹏黄　 龙孙晓鹏欧　 彦
陈月霜陈笑笑温　 璋于婷婷
王龙英严倩倩周一凡龚　 悦
许　 婕汤媛媛戴静艳孙　 艳
张佳星代志力张中浩王海龙
姜殿保付垠凯陈

&

遥刘成涛
王彦琦马　 尧谢　 健何新远
汤益善袁月明

网络工程专业
廖子星姚素珍郝　 丹黄丽蓉
龙敏敏武碧蓉房晓楠朱佳慧
马林云周　 蓉黄　 玮史一婷
张　 浩左少华林　 祯王世辉
韩亚太向　 楠张新冀陆文宇
杨　 波赵明竹杨胜兰张姗艳
吴亚男刘敏超耿娇娇胡文越
陈文艳任梦秋金程浩邹德臣
郑立全尚晓伟高利剑王朋飞
赵　 震赵　 政杨　 珉
物联网工程专业
袁　 园王　 静张小凡周晓丹
李梦雅刘　 芸李婷婷张玉洁
张贵日殷康红周　 率李方旭
郭军超徐鸿智王一凡叶德禄
谢　 科尹烨超陈晓苏夏　 宇
朱弈霖王俊皓王思遥刘若楠
魏玉儒杨　 璐朱吉慧张苏瑶
金甜甜刘　 平张贺丰刘志勇
张书玮马理镜杨适睿单立诚
张　 伟丁赛锋朱　 亮王　 乐
李　 伟缪广东杨桢栋沙　 同
冯福军
信息安全专业
周　 智关淑瑜杨倩红唐祥宁
余昕涵罗宇姗李子仪沈曙臻
姚入榕俞皓月万爱兰惠晓蓓
吴琦琦江亚慧朱志忠张　 彬
乔博文吴　 玉潘昱秉张智远
杨海祥费鉴云黄思辉杜琼珠
周圣楠李领九肖　 雪杨美玲
强　 娜张苏瑶邓诗琦陆信蓓
季玉量高莎莎张娟娟董凤伟
罗炜平傅佳作杨赛华陈永?
杨　 超文廷宝欧阳华平
许　 君卞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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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
俞　 婷周　 琳沈静雅邹翊迪
周　 玮李思雅徐慧敏章　 文
赵建群高书颐孟　 丹卞旭慧
龚　 悦彭　 静朱晓婷唐子茵
李陆云张　 培何丽娜庄丽丽
屠苏张　 苏任　 月李　 媛
卢　 洁左文馨徐振霞许丽丽
严梦悦盛　 况王　 亮刘　 剑
曹　 猛杨高洋陆智洋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濮希夷李雨桐吴　 昊吴美珍
赵远璐彭　 宏张礼霞苑耕玉
李慧娜韩学红李　 倩孙　 悦
岳　 珊任双双沈佳丽吴晓林
朱倩倩保欢欢徐隽倬周　 谛
王路得孙一翔周　 枫刘　 康
马韧斌吴　 永陈　 强陈　 强
韦绍程石　 浩
数学与应用数学（国际课程实验
班）专业
张立源戎　 癑顾玲芳徐一帆
徐悦怡吉　 芸裴　 培朱　 叶
吴　 羽姚林兴王振邦金　 鑫
汤尘啸钟政鑫邵慧剑洪益群
印旭东潘特森王海波李彦桐
张　 旺沈　 潇曾之阳周　 由
叶鹏程顾玉林王　 逸陈　 哲
周逸波钱柏丞李天尧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李进举范悦心王歆雨魏亚楠
王怡凡尤启飞蒋　 月朱　 莹
徐丽娜李　 慧顾晴晴白晓燕
顾丽琴王　 雅徐　 丹刘　 欣
章红红孙爱廷王　 凡谈晓成

黄　 鸿谷兴旺吴　 维顾智浩
孙海豹施昊辰顾　 莹严维娇
刘　 迪钱晓雯唐　 嫒胡叶敏
崔皎月周　 烨陈　 薇徐欣凡
余静娟罗时婷张培培陈　 丽
田丝娜刘秋燕周　 怡吴晓燕
曾仁杰郑凯佳徐　 义刘　 超
段振荣陆春琦王陆杰
物理学（师范）专业
赵　 丽潘梦姣张园园汤菲菲
江桐桦汪依凡陈　 萍刘清雅
茹　 静瞿林云许婉婷陆惠淑
陈志亚徐雨佳钱海霞李东餠
龚　 航刘程鑫夏建平汪　 凯
王　 伟翁学斌潘　 磊陆天翼
王思源孙公泽郑智伟韩雨涛
物理学（应用物理技术）专业
郑　 光王　 璐张雨婷朱超颖
唐　 磊胡灿灿刘　 啸蒋婷婷
梁新阳徐得真聂之峰张金浩
倪苏浩徐　 航杨双成郑加伟
周　 雷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张　 宇董兰兰杨一帆贾凯琳
廖亚程张明珠王　 丹张铁玲
陈迪薇金潇潇卞婷婷胡梦迪
韩　 燕周绍鹏李　 荣李竹青
陶鑫栋姬留阳黄庭震杨洁国
毛国森潘　 辰庄晓天陈　 钟
范栋成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
张新悦史叶婷张　 瑜沈敏芝
严敏歆董小甜苏蕴煜秦香雪
佘梅溪周　 洲谌润杰曹　 雪
王　 健顾欣云周　 慧李莎莎
卢　 艳纪　 璇薛　 青张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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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晨冯　 影葛茜茜吴　 敏
陈家俊曹　 通王天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史丽莎段立娜赵乐乐卢添天
王孝天骆　 凯代朋超李春阳
谢绵旭贾志洋董　 俊毛莎莎
王得家董庆海李　 嘉张明祥
张瀚文戴　 义朱华健朱家伟
黄春杰刘　 睿李培瀚罗　 蕊
张文婧袁琴琴张丽娜吴　 晶
尚欢欢王仁志霍延凯杨　 璨
吴经伟张　 辉周富玉刘　 航
韩漳瑜肖光亚朵尧文吴维维
齐盛尧赵　 辉王清锋颜　 勇
袁　 鹏杨绍俊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能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
王　 晨姜存存张纳如王雪梅
刘　 枫陶　 晔洪慧慧王玉杰
张俊杰刘羽双阎慧峰赵　 岩
邓征兵梁　 辰陶　 源张为栋
管　 金吴　 伟濮　 诚钱友志
韩　 琦茅　 凯徐嘉俊惠　 成
丁炳光金敏姝王　 蕾周红玉
刘秀婷管佳慧陈华晨程敏敏
陈　 肖宋彬彬曹　 斌庞　 波
吴迎坤吴元元王继宾纪洪飞
周　 锐徐书平郭祁睿陈子浩
潘常军章　 旭李志远何栋烨
许志远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节
能减排技术）专业
赵梦瑶马利亚张佩佩杜雨轩
王明明陆　 琪贾晓光陈建云
彭行洲蔡卓成吴俊益籍　 元
叶宗雄彭天宇尹光正张　 涛

张映生叶攀学左广胜滕　 凯
金晓声黄英杰朱超杰黄星恺
周小亮朱香闯袁成威蒯美鹏
张　 磊滕润韬孙　 进陈　 琳
叶光璇子黄宇亭徐　 方
崔莹莹徐　 畅吴胜辉宋　 涛
陈景芳杨　 飞韩啸楠杨闰焯
祖　 帅宿　 丰付洋洋程　 川
刘深源赵庆春王东博鲁良运
倪亚军纪　 金张　 禹戴　 亮
沈端祥张铖铖陈　 想吴鑫忠
郝晓晨曹宇航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
动控制）专业
陶　 稢郭瑞东蔡　 阳钱佳丽
吕　 丹韩芳芳夏　 锋田　 鹏
彭邦建陈欣欣张文鑫张一冲
卞荣群朱嘉伟柯光超王　 昊
方　 杰张志洋明　 星马长江
王鹏程史嘉伟褚　 俊毛　 磊
黄　 成秦　 晨李　 翔陈文博
孙青山潘赛赛包泽宇顾逸平
龚　 天李呈怡吴　 娟孙瑞泽
俞　 洁李淑婷肖亮亮李　 杰
庄园兴冯奕通覃　 健童　 凯
夏　 铖戴　 祺邱伟峰李先军
王礼旭孙　 达平元峰张　 春
黄凯乐蔡北京姜　 健王仁杰
秦晨曦顾锡龙周鹏程潘信宇
彭凡凡张志祥张子旭闵瑞松
蒋　 钒杨彦舒俞彬彬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及其自
动控制卓越）专业
陈　 浩张阿慧吉芙蓉丁　 莉
闵海丽段浩杰盛日庆李　 佳
吴凯文林　 泊李　 靖黄　 勇
陈　 铭严　 骏梁　 刚苏　 伟
田　 靖钱　 培司马浩潘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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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剑王鑫伟邓起凡甘星城
柳祝勋高玲玲樊炜炜华　 琳
唐亚静门亚光万福来刘俊奇
张一营刘　 鹏杨庭辉李　 伟
孙佳一卞竹青周　 进范佳晨
李　 雨阚广涛张开诚王　 浩
王　 琪景玉成陈　 桢毛　 宁
刘嘉伟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贾荣芳李　 彬徐　 丹徐　 洋
马　 癑徐绍岑吴玉婷仲婷婷
孙秀秀姜学斌陈晓彬覃荣翔
李昌恩胡宇航潘嘉豪厍智国
管　 伟李　 贝谢天华李小龙
陈树理张迎成沙志伟蒋　 鼎
严　 灿陈来祚陆　 越周志伟
殷镛钊汪　 慧罗琛瞞詹　 睿
顾婷婷吴　 荧王心怡祁　 雯
牛楠楠张若梅蔡　 宁王　 锐
姚凯杰王　 飞陈　 舟窦生平
冯　 欢李　 鼎陆　 越周菊飞
殷佳炜高凯文相启龙张冬翔
李　 琛庄魏辰杨　 春曹　 睿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杨亚男谢　 为吴玉丹石丽娟
卞晓慧赵　 颖孙田田周华磊
骆佳明刘建锋林鸿亮易蓬凭
郭　 源余　 聪崔宏飞敖英男
梁耀宁眭　 尹强强段海洋
张凯旋丁锦航于海龙旷坤坤
靳　 伟吁鹏飞梅晋银杨加清
许凯杨董伟伟樊威鹏李海涛
龚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蔡理华李　 清杨　 阳葛　 余
胡延君时涵能张力鹏张炎炎
魏振东曹月锋徐琪凌常京运
朱癉平徐浩翔张志宏周琪鑫
吴　 凯宋俊逸施正伟易旭东
夏　 磊任　 翔张子杰季　 羿
张可人周亚萍孙　 巍王雨微
宋文兵张含天樊　 杰许浩杰
冯军志陈雅男吴　 镇张玉琪
陈　 铭耿兴仁徐宇航汤晓东
管晓星夏逸波陈　 榕时林贤
夏一衍徐心岸何经纬曹一川
刘奕阳胡宇豪狄仕成王　 超
陈鸿飞姜　 川高　 洁顾瑶芝
张　 婕李　 韵唐俊安李　 健
李威廉杨程成梅　 勇许尧磊
张　 星奚家灏金　 欣李超燃
陆科骥顾星癑朱　 斌徐康俊
赵忠辉陆　 怡盛国臣钱星南
周沁辉陶凯鹏胡　 癑马媛艺
王广贺曹　 政储小军孙君羽
杨　 晗陈震宇汤霁骁贾若飞
王　 鑫韦稢勇陆嘉炜吕　 昶
尹伯臣李文哲周达昶秦　 洋
韦　 淇殷文倩孙洁洁张　 田
叶　 浩徐文杰仲宇轩吕海鹏
卢　 凯周　 健吴　 超施　 周
徐新铮吉　 彤沈嘉扬张恺成
顾　 天江昕炜祝伟奇苏天阳
赵志鹏姚苏?倪汉秀严佳微
江　 灵徐万强陈志豪季红欣
邱　 鹏范中心张海逢恽　 航
孙程炜徐杜军马晓天赵贝嘉
吴剑煌韦　 一汪宇轩葛蕴霄
李文松王成雨范　 膗王　 畅
陈　 成李逸伦沈加仁徐荻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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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如玉杨玉露徐艺芸周　 婕
傅家麒赵　 磊钱健军胡　 伟
蒋　 凯于闻敏陈宇航林勇峰
邓凌柯尹晨辉张天民王一凡
李　 睿朱　 琳蒋鸿远史　 尧
陈嘉明陈　 宇顾蔚昊陈　 敏
王嘉伟陈幸鹏孙宙南朱　 一
许　 畅田　 瑞方妍月朱佳隆
杨雅文孙　 越
车辆工程（卓越）专业
潘　 浩羊　 杰赵方祥袁国平
朱延宇王开禹赵　 峰伏永胜
王　 勇贾志宇刘　 涛金　 彤
林　 帆邱　 强梁　 康石　 鑫
周　 敏蒋振宏何刘鹏章晓星
沈　 珂厉晓华刘　 阳仵晓涵
张　 伟王晓冬俞　 波谭　 举
曹　 杰王　 桐张　 晟包　 灵
刘　 成许珍珠杨　 康武志伟
王庭华冯志强吕志军周淼丰
徐益华翁烁丰王存智周伟建
李炳炫李　 飞唐　 东罗　 翊
周　 康张雅楠
交通工程专业
黄婷婷祝艳芳杜树樱韩　 锐
徐　 宁丁　 莹何思远薛　 丹
梁　 市卢英杰陈家伟郭　 创
韦帮成刘佳雨张　 浩曹孝龙
李首峰程康泽董建国冉存瑞
史孝开葛金星马俊杰
扎西平措马晓真吴　 娜
王　 蓓陈　 旭王雅如
嘎吉卓玛徐　 旦周建华
陈德金李煦升王佳伟郑　 波
陈欣然赵　 超王　 旋张宝林
董　 魏马　 银王　 凡罗宗胤
袁才鸿彭佳鑫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专业
刘恬静王　 雪唐灵燕高博伟
杨木易敬　 娇陆佩岑王丽敏
王会林王兹文吴靖浩陈　 胖
毛高亮王　 敏张连升田　 彬
许亚文魏志猛贾博文胡锦波
朱家欢冯海鹏李庆琦郭剑宇
周振东张源善陈　 磊戴　 煜
周圣伟徐潮妃史晓南张静怡
齐娟子刘　 微王尚可单亚娟
孙佳惠周　 洁龚奕昊吕宇涛
陈青民张卜方魏　 凯杨旭明
陈　 雷邹苏超张居正张伯钊
朱西祥解维嘉陈君沁王　 鑫
郑　 鹏陈德仁潘　 杰李银刚
王东东王新飞宗　 彭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工程及
自动化）专业
王松义支云松周惠琴崔应欣
韩柳梦田　 甜袁　 勤樊雨瑶
穆红凯武泊宁樊润林郭立斌
时价健张畅畅周　 洋周一闻
冯晓柠林　 浩李文骏季鑫磊
范　 义吴　 辰潘宇峰赵征祥
梅　 莲张潇尹裔　 静孙晓庆
林兴亮武静康朱　 阳支宏斌
周惠杰桑海军张　 星邱　 洋
张天峰沈纪鹏颜小卫石云飞
王　 冲黄　 超涂立志王　 鹏
孙长磊郭　 祝逸浩徐　 露
吴　 琼张　 月朱伶雅吴树鑫
李鹏飞马　 骏董伟龙宋子豪
陈永强韩业扬张　 琦郏文杰
崔　 鹏房　 晟靳红磊缪晓峰
王　 蔚梁新华李　 成董　 浩
尹林杰陈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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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专业
赵子婧谯　 琴何　 素马　 真
王晓芳王文秀王　 源刘　 玉
曹　 颖张丽云刘易秋伊
田　 雅张正沛季蓉蓉吴　 迪
龚力伟李运哲陈　 菊
生物技术专业
封丽娜曾晓娇李竹青夏　 妮
蒋露银郭　 静丁佳俊陈　 芳
韦　 瑶谭仁可纪耀勇陶庭磊
汪　 峰剧　 照张　 烨吴　 鹏
曾　 桢张晨晖岑　 波王　 萌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谷　 航闫晓静张海燕姜梦雪
得丽娜尔·塔斯恒陈　 辰
顾黎帆陈　 培施　 金李心怡
汪　 佳徐　 静朱　 益张　 萍
张　 萍蔡云凤钱　 静张　 伟
朱　 飞丁志超古显碧孙登科
王　 峥刘　 昊王　 斌邢　 政
张锦程任志宇
图迪麦麦提·麦托合提曹剑磊
钱礼顺
食品科学与工程（国际课程实验班）
专业
孔雪莹许佳丽刘梦琪周佐花
罗　 慧吴梦紫陈艳韵刘　 青
沈　 冰苏　 洁汪东升蔡佳鑫
徐胜荣颜驿沣陆帅峰刘金龙
张征仕徐　 沛刘　 鹏陆春朋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陈小静尚林林周永霞牛　 瑞
段笑园吴迪颖廖安妮郭海鸥
陆　 敏王秋霞王艳秀王洁雯
柏　 梅孙鑫娟朱　 婷周　 静
仇雯漪徐　 琴廖惠彬刘延涛
任　 凯路建东戴锦铭黄梗萍

夏昌苗梁　 席黎少芬李丹丹
刘　 晶梁小英陈　 娟杨鸽鸽
唐佳代朱春会谢　 艳杨孟卓
季　 瑶黄佳丽赵雪茹何琦烨
陶丽媛骆洪慧张　 熙彭大伟
马恒冰魏　 康史嘉辰魏立军
刘承浩

宿迁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陈　 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姜婉青
软件工程专业
曹　 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
侯佩欣魏慧敏李　 好宋　 荟
孙　 悦胡雨欣严建平岳　 晴
赵　 杰徐元杰张宗康葛酉达
杨嘉皓殷鑫兴赵劲松徐　 立
李　 成朱　 峰范宸浩卜凡伟
孙　 昊周　 艳潘癑琳陈梦柔
王张蓉史雯洁李一婷房　 昊
王建和陈　 涛张　 腾傅金明
高　 猛汤　 锋李宗煜杨林生
刘惊涛施茂林任亦虎乔瑞祺
沙智能郦超群袁　 炜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专业
丁　 栋马嘉婷王　 琼格　 桑
韩　 晶杨　 霞周建利孔祥坤
周大军丁文昊邹　 卓尹亚东
赵　 帅李淞泽刘　 糑赵浩宇
蒋凯强姚仁杰沈　 磊管宇泉
王超群张　 健阮　 潇王鹏飞
钱云龙牛良筱王　 凡蒋　 俊
范　 望邱　 睿刘志欣王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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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洋蒋　 威顾　 晓何　 清
俞文超徐秋实麦汉图白国楠
姚立全王　 ?谭健伟刘沛赏
徐　 靖朱立鑫梁　 侨张　 凯
王少臣周　 浩顾　 俊徐　 通
刘佳杰曹汉臣蒋俊南王烨华
童　 荣陶思民李开益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专业
刘雅玲张睛睛吴　 蓓沈　 菲
王　 悦邓洋洋邓　 涛冉庆行
袁明洋肖天佐原超宇周子杨
秦　 桐阿卜来提·伊米尔阿则
阿卜杜萨拉木·麦麦提徐　 智
陈正凯胡　 伟夏　 威庄家继
陈思宇陈　 龙蔡晓卿曹伟伟
石天罡陆可佳

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
娄文君罗秋雯张维汉沈盈悦
吴　 伟范艳芬张蒙蒙邢　 蕴
郝新蕾周杰玉露代诗雨
李梦婕朴慧玲李伟霞丁舒文
韩　 叶史佳丽陈　 薇周　 朦
殷　 艳张　 瑜王丹丹陈　 燕
左　 云浦佳燕柏赛男陈　 成
陈　 欢马韩笑凌艳洁曹寒莹
王梦如郭　 琪王　 禹王兴萌
张　 敏万廷婷杨苗冉李　 睿
李丹丹石珉瑜刘　 星康　 萍
顾寒秋徐彩霞蒋　 妍王松芸
施　 雨季　 伟尹　 笑曹海雯
黄　 兰郑明男王志远
英语专业
方　 怡张　 洁吴向平冯晓东
杨秋艳李春柳李金政喻越铭
张　 衡季爱平韩　 聪王　 琳
周益银王晓燕陈　 红陈云青

王　 蓉徐文洁王淑文罗佳链
芮诗婷朱春露张媛媛卢嘉玮
陈昀怡夏　 熠孙子喻顾庆燕
向红艳张　 进孙倩倩马丽芸
张沁兰汤　 瑞陆　 颖丁　 颖
李双兄周志萍李　 燕杨　 湄
邢莉枫董瑞婷彭　 蕾李熹韬
沈佳燕张筱聆曹晓娇潘舒婷
华　 悦郭占军练剑银
英语（师范）专业
高琪睿郝钧茹丁月婷许玉婷
刘　 婕邵黎君潘晨霞姜晓蝶
朱　 瑶任珊珊刘　 鑫杜　 月
陶海婷吴思怡张　 文陈　 虹
周　 敏邱　 韦魏楠楠史晨曦
潘　 婷陈　 艳沈洁萍许　 燕
戎星月王　 颖曹佳伟顾雨君
赵万颖沈倩兰吴　 昱程　 圳
徐雅纶董题铭张同鑫高苗苗
王　 倩王丹丹陆　 蓉张文缘
陶碧颖吴豆豆陈彦君陈　 忆
黄媛婷王　 敏魏园园朱月圆
倪　 萍殷雪瑶潘莉丽苏　 烨
邱　 晨杜敏洁谢文臖黄　 蓉
虞圆琪胡　 佳徐润娥张　 特
顾怡秋牛艺霖秦　 静姚　 玲
刘飞辰梁思煜沈　 超孙　 涛
顾　 义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专业
常晓利吴玉坤韩　 冰付小丽
宋文瀚赵桃桃成　 欢杨　 帆
王　 晶高乐天张婷婷佘亚萍
周　 欣戴晨洁张毓佩周　 鑫
谭　 颖孙宇哲程新宇龙怀友
王子旗吴思雨金王琴马　 蕊
王　 丹孙诗弦李卓隽李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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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谦马晓旭李　 甜杨晓烨
葛　 蓉戈少炎陈蕴毅许　 悦
蔡清玉施天凤杨　 帆吕凌啸
柏　 鹏宋立祥张志勇王德志
许有祥
法学（国际经济法）专业
万叶宏邵　 元王　 策李佳诺
孟祥凤高雪雁杨诗婷胡　 翔
田彦霞张文召薛晨蕊韩同莲
戴颖佳朱　 琦王晨成王　 琳
周　 颖贾婷婷陈婧琪田俊宝
王少威彭世铭张雨伦魏岗停
江宇峰朱泽西曾淑颖李品雅
杜依玲刘丽阳谢士芬盖鹏娇
任　 欢裴　 臖代　 敏曹荣荣
王施慧薛书丹杨寄语陶　 莉
孙梦桃袁　 月张　 彦宋志强
陈家恒丁嘉伟王骋远耿　 哲
法学（经济法）专业
陈鹏宇马　 静赵乐乐项琳涵
王冬瑞郭晶晶张若楠王　 雪
姜　 婧顾夏月周婷婷赵　 娴
方加银沈卫华查　 理徐雪敏
董维超李佰志张　 帅张丁元
张　 淞沈鹏鹏顾　 啸万思远
刘丽芳陈铭汝刘　 钦柳文萍
赵雅楠汪丽红卫　 佳薛家琪
李亚南刘　 慧刘雨婷黄　 蓉
季慧娟吴　 英高子雅陈　 柯
李文博王　 伦郭瑛然周　 健
樊冬华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秘）专业
袁佳音汪　 涵朱　 茗马心怡
范星辰韦亚先张明华魏　 柳
林　 舒贾小雨涂　 颖徐瑗
缪陈菊周　 琴鲁　 怡姜茗香
丁　 娜解冰心商陆秋施晓晴
梁　 辰张剑飞黄云癑卞玉洁

王　 焰吴明丽何清清顾　 楠
李婷婷魏　 源仇昌蕾冯　 巧
薛飘飘侯烨青秦诗郁邱　 铭
毕　 然董祥悦韩艳楠张玉姣
钟　 珊黄娇娇殷梦晨薛晓骏
华政胤
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
马淑君周　 瑾马雨婷丁文清
汤洁菲吴淑婷钱畅宇赵颖璐
白　 帆李明月于梦云周星熠
鲁　 钰常慧琳李　 晨钟芷君
李文文邹　 怡陈　 艳朱清馨
庞麟欢孟彦君高沁雪凌霄鹏
蔡宇飞唐　 悦苏敏娜李　 恬
王希萌陈英莹卞国琴刘怀颖
王君妍何巧玲杨　 癑张　 敏
高静洁毛涵玉石　 莹沈　 逸
葛雍静浦婧茜刘晓薇许晶晶
凌　 艳张苗苗李清晖沈敏雅
王宇腾吕甲博张　 涛陆欣烨
王　 静周　 晓

无锡机电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陈　 刚成　 正崔　 旋戴　 敏
单延进方京钰韩　 莽黄　 
季雄飞李　 巍柳　 伟裴超越
秦　 舟沈　 石磊磊孙文浩
王　 斌韦　 磊邢宁君徐秋实
杨恒帆虞缗龙张　 辰张　 涛
张雪琴郑肖肖周宇星陈　 健
范　 ?顾紫丹黄碧清纪文杰
姜　 强林俊伯刘　 义柳　 虎
陆素雯梅　 聪钱剑楠沙子龙
施德智孙　 宁孙延静王文章
魏　 娟邢　 杰徐东洋颜佳辉
杨云帆袁　 博张君伟张　 淼
张　 强周秋栋朱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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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工程（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曹雅雯陈　 健陈　 忠丁中正
顾浩亮顾中元纪田旭解媛媛
李　 响刘　 锋刘丽媛刘　 煜
陆　 杨吕　 鑫缪晨晨彭冬冬
沈　 欢施　 栋孙琦钰王　 敦
卫万成吴佳伟吴文霞徐子洋
印双双张弘扬张　 舒张天盈
赵颖闻陈　 欢陈　 萍丁　 俊
方佳英顾恺文胡　 蓉纪延峰
李　 炜李玉铜刘　 静刘　 祥
陆　 磊吕正扬秦　 瑾沈佳健
屠政汇韦　 伟魏婷婷吴金杰
徐祥松叶海洋张　 琪

药学院
药物制剂专业
王建萍廖伟奇孙亚男魏宛然
李志立邵亚兰韦秋雨耿美艳
梁倩滢付州娅秦　 悦
祖拜旦·库鲁万江吴静怡
王苗苗顾璐芸陈艳容姜　 杰
房强强王　 星王云泽兰　 毅
李志鹞徐　 超纪　 洋甄丽君
陈嘉欣胡娟娟卫楠楠雷　 晶
谢育娇张玉凤陈宝雯董婉睿
杨倩文刘若彤陈　 洁王玉祝
许曼翎卫程华邵　 月许　 雯
程　 斌唐晓冲赵思旭李子豪
张海生张雅楠杨　 龙
阿不来提·吾买尔
药学专业
黄瑶琳郭　 晖叶欢颖杜坤宇
屈茗兰谢　 倩王　 硕张　 燕
徐　 贺赵　 力马景玲韦德群
刘英坤徐文佳张莉聃金　 娟
黄　 璐白云飞于一凡郑　 凯
张锡晨赵静静高茹梦张佩珊

姜思宇冯　 蕾郑　 链王　 婷
张登虹朱宇涵黄佑琴刘　 钰
丁明睿周静轩叶丽文赵楠烂
朱　 洁卢　 艺郭广旗刘　 宇
刘　 伟
制药工程专业
曹燕燕焦心怡杨淑芳刘　 颖
冯　 瑞申苗苗李春春贲琳琳
李　 倩郭红艳郭　 倩陈　 丹
张亚清陈格兵汪芳良梁智全
朱孟楠苏　 静刘又精海洋帆
唐　 宇嵇梦晨索朗多吉
李季平曾　 莎覃洁美龚婷婷
唐佩珊路　 璐洪　 庆庞　 杰
韩　 丹张　 倩孙　 颖徐莉莉
丹增曲吉王延伟陈　 冬
邓汉朗黄谋林张　 赛龚扬华
陶育廷王　 鹏杨　 毅蒋　 茂
陆万旭王　 进

医学院
护理学专业
华怡欢张　 虹陈　 丽周　 佼
陈　 娇周伶俐倪佳娴周　 彤
史昭蕾陆　 慧颜龙梅郜阳阳
张　 慧陈　 晨徐子群盛上上
徐雯倩何　 阳芮丽玲芮　 旭
桑秀平孔莲茱赵有婷苏　 悦
温　 馨杜　 萌朱小芳唐巧云
曹笑嫘华玉翠范雪珂钱佳丽
蔡冬青戎婷婷王君霞刘亮亮
庄　 晶陈雅静张恩蔡月
曹雅萍
临床医学专业
陈胤希陆　 欢
罕萨伊普·吾吉艾合麦提姜　 蕾
周天一吴静怡胥方琴宗慧敏
蒋美萍苏　 宇顾玉露颜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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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雨臖张玲玉于正悦严　 想
缪祺杜凌云吴　 静徐敏东
程思源周天奇包正阳刘同泰
黄晓刚罗周宇胡志成孟　 辰
李　 峰朱宇男王景芝高义人
周梓迪任　 静仲媛媛王佳莹
严瑾瑜管建婷顾映吉黄　 简
蒋　 乐徐　 微邱　 臖周逸能
王慧蓉范　 倩王　 宁陆祺中
戚　 磊徐中振孔　 程王嘉琦
杨开元何宜宸吴　 凯程星皓
浦梦安许越洲周　 昕
努尔艾力·塞买提毛夏琼
王金甜倪晓菲陆林娟王　 然
蒋逸菲何淑莲郭　 婧孙洁凡
刘　 新蒋晓雯孙甜甜陆颖楠
蒋欣宇李登祚杨　 康吴　 涛
陈俊辉蒋　 炜刘　 洋殷文皓
张?烽郑　 磊费　 啸何雨晨
马天鹏凌徐玮金　 鑫殷杰恺
高金凤陆　 真周　 莉孙圆圆
王健霞周佳俐汪　 娟袁　 婧
李昊翔王心怡张四凌蒋兰兰
张　 艳梅　 琳朱梦娇杨其奇
谢俊杰邵毅杰胡　 豪周　 睿
侯卓然蒋　 鹏钱铮新张梓桑
芮　 充姚　 柠汤敏超周　 洲
张梓

#

沈　 谦谢文宁沈秋霞
朱苏君陈梦娇景　 鑫杨　 亦
袁　 闻王嘉龄曹雅婷吴靖怡
丁　 婕叶　 舒薛　 晶姚　 欣
何　 阳李成西章安伟仓明明
蒋　 凡朱一波邵　 振高星宇
张校瑜王雨潇陈　 诚袁一凡
章　 珩杨正亮柳千帆张景运
李翠芳魏晨敏林方方顾　 圆
周倩雯朱雯娱郭　 蕾钱　 菲
王胜菲徐梦娇刘梦怡于　 篧

陈虹羽夏米西努·艾散刘文海
徐　 超陈　 杰霍俊杰戴文章
朱嘉迪殷　 骁陆　 优何山川
张　 帆朱周晗刘　 琦马　 骁
包　 鑫吴海桢郑　 莹杨晓琴
周蕾蕾陈丽丽朱双虹戴　 静
王康馨丁　 艺黄　 欣鞠文欣
曹　 萱周　 颖陈倩倩吴佳越
张　 陈杨荣杰张文君张尧怡
周天磊沈晓峰顾　 健沈　 愁
姜俞轩杨修辞梁俊秋毕士奇
吴忆晨李哲鹏汤　 铖王美华
王邦兰胡　 艳韩　 楠潘　 文
郁　 蓉张　 敏刘　 敏赵琛青
夏湘梓金　 玲盛婉盈刘　 捷
冯逸帆汪达章仇星迪孙　 振
黄宇峰曾志涛陈昱龙黄　 昊
仲程豪杨焱邦张天浩谢佩程
梅凯健朱志伟阮杏雅陈梅红
刘　 佳承梦珂闵　 婕沈　 烨
李亚媛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专业
王家琪李继新陆申婷周玲莉
蒋晶晶周　 瑛吕梦佳丁　 雨
缪　 琪王宁新顾丽雯郭　 远
王歆旖丁丹晶姚依慧张智立
朱逸秋张宸玮蒋　 亮曹苏成
张晓宇潘　 杰莫　 辉蒋志鸿
孙　 勇汪　 雪周　 颖周　 月
许玲玉施　 雯陈　 露魏　 虹
冉　 雪徐晶晶许滢滢钱雪慧
包梦俊毛晓英徐春晖杨韩清
戴煜亚范　 立张诗巍张　 晨
薛符凯昌久旺邵　 毅苏永波
徐　 煜姜袁越孙　 清蒋　 春
朱　 晨王　 艳任　 智徐亚萍
俞丹艳杨逸倩陆效笑张　 篧
陈盈维汪志翔王　 骞陆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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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枫王　 飞解超超徐宇铖
何　 翔姬腾飞葛　 恒徐晨洁
范诗琪张凯伦金晓丹顾　 珏
叶　 婷阮佳怡朱　 癑陆　 琰
陈元元沈晓婷宋迎雪朱　 静
夏美娟李　 晴顾晓青王云飞
张敏超凌佳斌许　 晨俞宏杰
丁晓亮李　 冰李乃金堵隆迪
王　 冰康　 宁金凯祥郭　 鹏
龚圣权胡孝飞唐静娟钱　 叶
陈丹华许佳林罗艳红田　 洁
王　 繤邱倩文孙晓亦唐　 青
钱盈利金红艳王方萍王　 健
徐尚琴沈　 逸蔡　 峰潘小冬
陆哲超陈明明朱　 越陆晓磊
沙明星戴　 晨吴青宇陆临风
俞　 瑜顾晨枫邵永进沈晓辰
卫生检验专业
陈一菱汪家丽徐　 淼嵇心怡
王敏佳陈　 婕徐　 梦刘　 叶
王梦瑶沈凯香何　 婷陈苏卉
顾笑笑赵应蒙翁晓颖徐　 捡
王　 勇邱　 晨王　 良金伟松
秦　 祥
医学检验专业
徐　 婷周远洋周碧臖黄　 贺
鲁京欣王　 丽查利晨魏萍萍
程莉莉高　 燕葛　 藤曹　 红
陈蒙晔卢　 叶夏　 歆周星文
丁晓丽闫伦静倪　 颖成　 娜
黄　 楠朱一帆庄丽稞
阿依加玛丽·艾则孜袁国宪
孙振超钱正韬陈凯伦吴鹏程
高　 欣叶霞艳丁莹莹王　 琳
李　 杨何　 琳屠一帆毛雪倩
张　 奕张春宇吴梅香张炜炜
周　 瑞贾宇韬蔡慧慧陈晓丹
吴晓文韩　 笑金安琪郑滨扬

汤怡颖陈生源夏　 炎杨　 涛
许康睿张存玲刘冰雪魏　 荧
符　 蓉沈　 姣赵越薇胡　 佩
周　 佳黄　 颖殷唯佳卞晓波
毛善慈马庆霞李　 欣时蕴琦
严洁婷胡　 曼解　 颖郑佳欣
陈颖婷吴燕婷曹　 莹
古再丽努尔·麦麦提图尔逊
宋　 扬王晨晨徐　 晗高　 林
李欣霖李冰洁张桂红王　 琦
周居燕蒋　 燕史雨晨石映红
冯晓琳沈佳燕吴　 莉耿　 璐
蒋如煜王静瑜郭　 媛朱　 莹
董　 元孟玲宁李　 倩臧雪燕
吉婷婷陆新杨伊宁陆　 铭
洪加滨杨文明陈　 磊吉远辉
狄旭峰
医学影像学专业
孙　 浩徐媛媛张宁宁石祚琴
倪淑瑜朱梦颖孙　 妙王梦茹
陆　 丽卞思佳程　 磊张　 慧
张　 茜周菊芸褚金鑫吕　 宁
李　 灿张婧娴陈嘉瑶王　 鼎
黄天安谢　 杰胡　 泽梅　 健
沈文斌王　 锴周　 洋季炜栋
陈懂燕李林娟茆　 莉吕　 珊
于娜娜华玲丽魏思亭陈家炜
蔡玉姣耿迎亚薛宏伟张蒙蒙
裔举华王　 鸣何琪瑶郑月萍
倪　 璐谢立峰金　 珉陈艺元
苏　 优陈　 进陈志伟张　 政
吴沂芮朱靖刚沈志超

艺术学院
动画专业
何静静徐维佳郑　 婕潘　 梅
徐丽香王　 曦李淑娟丁俊平
赵佳玲林小湄徐　 乐王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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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露孙晓曦潘　 婷黎　 曦
鲍小珍王镇

'

梅森旺葛思源
刘少飞徐　 辉杨　 超郝思琦
董小赛谢　 璞赵世恒陈　 聪
李　 闯谭　 奇李　 翔
工业设计专业
杜雅军许雅丽彭远梅邢郁川
寇晓宁崔文红江笑楠张春霞
平漪清王　 琦王　 铭王　 璐
印志红崔恒娟郭　 寒周　 杰
乔晓波黄　 炫赵金明杨广强
沈文斌陈尔苏王金文李永亮
祖汉武徐　 超刘江波
工业设计（艺术）专业
徐曼雪韩宁宁黄　 洁韩　 雷
陶　 瑛郑维佳周美君戴　 悦
芦　 菡宋佳伟赵元?高　 雄
高天宇朱　 王怀鑫李　 健
李湘龙亢照东陈世龙黄宇峰
王晶晶孙　 静陈沁怡邵燕萍
景逸芸张　 莉张雯晴子
张秀明纪纤纤朱峰立李　 斌
周　 杭胡文章叶　 建贾庆镇
王清瑞李　 吉侯高伟张　 勇
王韬翔陈明久
美术学（师范）专业
张　 歆刘??陈　 洁许延晴
夏梦君徐　 尚宦　 莹李清媛
宋珍珍张　 璐文朝霞胡雅伦
周倩云宋　 飞范世宁孙　 阳
傅安国缪晓强高佳蠫鲁桂薛
周　 萌初　 桐邰　 玲韩　 文
朱瑛琦王改革王展超田雅兰
程思淇高　 洁金　 洁费　 维
张少锋余建康束嘉玮刘芸汉
胡庆龙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王聪聪周一新许珂熔张园媛

钟凤仙陈　 雨朱婉聪胡立婷
伍　 勉杨　 帆刘　 敏毛青丽
颜　 磊潘由之黄秋妍殷　 瑛
张　 莹宋远飞谭孝飞巴海博
王　 锐张超然周　 翔唐英杰
马明泽陈炎凯邹　 凯吴崇晶
董　 迪朱文静王燕铃孔凡华
杨　 周张　 涵王燕红徐　 艳
郭子君张小云冯梦霞陶　 佳
刘　 昕郭　 燕王桂娑陈蓝迪
冯鹤群夏　 静李亚男黄维庆
夷炜超金哲成许　 睿许　 强
王福福杨润泽方俊桦李攻玉
李鑫由之徐天洋任展慧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闫　 忻李　 艺余　 凯韩帛雨
张　 然李玉婉陶园园顾腊梅
卢　 云赵佳丽王　 珏雷　 欣
舒娜娜王唯怿王淑妮俞梦茹
郭　 蒋君怡张　 璐刘文静
刘舒凡夏　 羽王晨旭陈調蛟
程顺洲谈　 军王　 杨徐　 湖
汪　 洋郭腾腾马　 俊彭　 宏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专业
王黎烁秦　 糰唐祉赵鹤群
吕　 雪朱海宁刘曼鹭薛梦洁
叶海凤吴迎芝周晶晶张　 吉
金佳妮陈悦琪秦霜霜殷晓宇
范　 杰张铬卿杜　 婷沈柔廷
丁　 洁高玲玲陈　 婷邱　 洁
夏丽娟葛晋媛刘姝含赵　 洋
王孝菟谢翩翩杨　 璐杨　 艳
易芳梅全晗枫周振洋余逸飞
束旦平唐　 潮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专业
赫俊霞赵聪玲徐亚兵王刘洋
王　 金陆佳丽葛　 莹曹荣荣
徐　 洁邢克萌余嘉宝李梦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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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苗灵邵汝曼金媛媛赵旖旎
王帅帅杨　 森孙东旭黄文俊
杜建华郭金增李　 峰徐烨轲
李书鹏张　 昭周　 骞

京江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宋佳雯刘　 兵朱佳慧焦　 燕
祝　 威周　 琛陈周富钱　 晓
罗　 成严海东李　 尚许靖珂
杨　 振王　 晨陈　 荣洪小舟
李炳柱郑鹏程王　 力胡子?
邱庆柏陆子进王　 恒杨昊天
李　 阳王天泽裴　 铖丁浩然
余　 洲刘　 翔陈众为史昕
许　 晨喻林慧王　 翰刘政泓
赵　 晨陆涵凡刘　 泽张　 宇
杨　 杰姜　 昕汤　 凯毛含章
沈　 飞夏　 斌丁佳珉陈　 浩
陈子晨朱航序樊俊逸何　 松
张兆睿刘成洋马　 成杨　 毅
时　 军李鸿成唐林通徐　 迪
左　 宸曾　 成左　 磊江中旭
潘　 甜席　 茜金海涵刘博文
孙　 阳陈金辉尹　 凯周远航
杨佳捷袁　 程刘　 立王方涛
陶　 聪刘俊腾田程友黄彬杰
季云华李　 健焦庆泉杨　 樊
崔涵佳周　 珂葛海龙张佳辉
董　 峥葛英杰王　 善李嘉骏
朱　

#

卢　 点丁文杰蒋彩云
周婉婷杨李强张俊豪程　 默
王佳豪施佳裕王德志吕　 鑫
戴时钧孙晨阳董　 睿华　 夏
叶啸江陆　 絗杨　 帆薛家豪
吴江伟滕　 辉张怀成黄天乐
徐　 超杨　 阳申黎明邱　 飞
庄　 毅蒋冬旭缪发群沈定求

陈心伟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吴磊磊林　 凯王鹏程张　 涛
何旭天吴军贤吴依飞周海涛
沙奇奇曹　 强孙洋洲曹胜男
石志鸣赵锦涛秦　 帅陈　 盛
时　 鑫顾　 晨杜天波赵　 志
金睿杨　 涛董灵健王睿莹
周　 炜葛　 祥张利强窦向阳
翟云峰邓临风孙玉锦汤化万
王文东高春翔徐　 利王　 瑶
孙良骥成奏雨陆志伟李鸣霄
王　 通余庚申柯　 刚周奇超
胡肖肖丁小飞卢　 敏王嘉文
刘　 超张　 渔张秀云丛浩宇
徐卓明张雨田陆敏豪赵　 强
杨　 泽姚冠华张　 超顾　 亮
王新宇姚志强孙昊明杨亮东
蒋永磊邹志远吴佳豪胡　 磊
张锦雷张　 飞曹俊奇何霄松
顾黎亮王昌盛毛海涛顾佳能
陈　 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王筱彤刘　 卉魏光浩童晓健
王　 涛刘　 赫陆星宇陈　 刚
侯英杰倪　 健缪伟杰王　 晟
包凯圆周建波周　 纯周泽坤
候腾龙潘明飞孙志威尹　 晖
刘辰辉戴　 鹏盛　 毓吴　 浩
王俊杰姚均跃顾　 阳李　 玉
王伟辰韩逢淞毛旭东周煦亮
黄云林张沛华单毅君肖　 康
黄文龙刘　 琪王泳涛焦云飞
金成嘉李伟家陈宗昱徐鹏程
黄晓涛谷　 栋张　 煜肖成瑜
朱旭成朱水生杨溯文蔡　 霏
江　 俊吕泽栋徐梦晨段大雨
潘　 江赵东海耿　 杰徐晓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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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睿王　 轲印　 杰房鲁南
方建鹏何　 秦张征宇石春辉
郑荣林徐逸铖陈　 聪杨德胜
丁江钰曹　 迅孔宣植何肖潇
刘仕华颜伟凯许　 毅杨家栋
陈　 优陈家伟周信毅范明明
朱　 倩李　 洋张惠徐　 刚
张　 浩徐　 昊翁俊欢徐　 莉
卢　 俊胡光耀王智霖龚道元
郭子骞孔　 明王义磊杨鸿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专业
王晔晗陈　 静翟长盼万开放
毕　 成程　 巍余梦钦邵　 箭
陆灵威陆　 平徐嘉青朱　 琦
郁宵宇纪恒康刘　 飞周?鑫
薛雨亭卞万桂赵国建杨　 欢
景中文张　 政陆冠宇孙海峰
张　 鼎陈佳佳崔兆亚董洋洋
陆凯锋范隐雪韩　 慧苏俊豪
王清川徐福常李梦涵吕　 高
姜　 涛单俊泽何嘉伟陶亚林
顾佳敏祝　 苏焦海峰周　 君
成　 聪柳　 青陈观松居嘉诚
姚鹤晨徐　 斌朱延涛段志鹏
梅　 鹏杨　 骁谭从云俞　 佳
交通工程专业
赵梦璇牛洋洋黄丽莹蒋馨澜
高　 欣赵　 晨何　 进杨　 谦
陈　 鑫陈浩杰赵　 涛王　 杰
李　 浩黄　 浩宋谦益童勋浩
马旭华陆志佳倪中扬陶　 晨
于广辉李　 佳张茜雯陈　 欢
陈　 骏邱得玲刘　 韬仲　 敏
徐晓将沈　 鑫阮　 凌张　 显
顾文达戴润杰陈儒杰徐文城
彭　 豪殷　 琦吴鹏石张爱勇

交通运输专业
刘　 静周婧颖王　 程卢蒙蒙
黄俊为杨友森李　 宁韦海波
朱海龙霍虹桥黄　 位舒　 波
卢昱光李海军许　 可时厚永
程　 浩张帧宇刘　 一叶恒毅
李　 杰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葛微微朱　 徐　 欢郑文强
蔡维朝吴文杰杨　 晨王义平
吴威振骆奕州施　 健徐　 杨
冯善东徐泳鑫史宇轩袁佳孙
陆彬彬马培凯曾森峰王　 威
代中旺刘　 阳陆益顺殷振中
倪鹏程张靖康张鹏举常真真
徐瑾琪张一鸣王亚楠曹　 磊
黄良杰孟奇辉王　 坤朱　 瑞
程　 俊王子宇胡　 超余　 健
王康怀吴昊阳秦　 凯倪旭伟
许　 鑫许瑞鑫邹佳伟王祥宇
李　 泽金　 凯侍茂开蔡　 宇
孙凌波徐倩雯马文奕李土杰
冯达东王华威柯曰浩金　 亮
薄　 银杨诚博高　 伟张鸣晓
张国玉朱祥宇李　 扬吴国桥
顾宝新戴　 凯蒋　 浩刘　 浩
汤俊峰华　 琦陈　 程任吉君
刘瑞瑞孟凯旋陆　 超邹鹏飞
伏睿智何伟明路西施李洪辉
李　 彬陈世跃顾乐乐王　 凯
李文为李　 聪郭黎联姜汕龙
丁陶蒋新禹岑春海李　 畅
陈　 磊张桂伟李林桐姚鹏飞
李　 威周弘烨戴雷鸣杨润宇
刘高铭张　 锐肖鹏程王　 苗
强梦蝶陈　 瑶刘　 健徐　 伟
张冠华李　 伟王俊峰张　 镇
黄　 敏梁会坤司翔宇何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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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圣尧蒋天帅戚新悦朱　 骅
王巍博徐　 力吴迪丞石龙飞
金　 晨邵　 璐陈　 璐林茂盛
阳　 洁张运宁姚嘉懿苗　 衡
凌　 波邢宪文徐　 超王信义
陶锡鹏张　 辉印学云韦　 鹏
张　 及徐佳敏易　 刘子洋
钱汉文陆　 健刘依凡
安全工程专业
邓小琴姚丽丽陈雅露肖一笑
缪梦颖陈　 蓉黄　 馨费　 洋
郭西汉李俊杰段辉明黄　 斐
易靖松欧阳民毛佳威徐浩寒
傅　 阳郑俊能张　 溢司天煜
黄胤豪吴　 晨葛　 伟朱亮亮
柏　 宇陈士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张　 璐张上上王向东郑　 安
时艳云李　 攀田晓永聂军浩
王　 健楼　 炜李林峰贺龙生
裴　 飞李易凌周　 涛叶　 超
袁　 磊王　 煜邹正阳曹黎冰
陈佩文史一开李茂军陆　 云
张　 谦陆彬彬王逸秋邱首干
刘旭东梁　 伟赵剑锋周　 德
姚　 凯管　 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宋佳燕单晓晨王红霞胥　 桦
张　 梅麦炳堂程　 啸周　 啸
周飞飞王林辉何梓衡姚浩楠
王　 康沈劲超邵逸飞邓少君
胡　 鑫周　 醒臧赛赛潘　 阳
郁成龙蔡宁宁邵　 亚秦　 榕
闫天一王彬彬张嘉伟曹宇周
张　 烨王　 伟张　 驰邓天宇
刘明升李　 凯虞　 婷薛凌梅
冒蓉蓉杨静文吴　 杜晴力

向泽华高赵亮唐欣欣付德计
乔石成丁正航杨一帆杨　 浩
王鑫鑫冒文亮潘　 帆蒋　 凯
周桢伟王烨生岳远韶施春敏
洪皋阳秦　 伟戴步康秦悦欣
陈鹏飞王博印袁　 晟汤　 文
周　 娣潘科妍俞　 靓李晨阳
盛锦华秦　 川崔克昌王新宇
邢幼圣张　 雨徐新森余嘉豪
庄　 松姚　 远叶　 鹏程　 杨
金　 瑶陈佳楠樊士成徐小敏
刘艺斌程益州金之康李新宇
郁　 聪李建融汤皓宇张子栋
杨　 旭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殷玲玲桑晶晶李　 薇杨海璐
廖　 晶杜珍珠马嘉惟王　 盼
夏玲玉聂弘璞郑　 捷赵易秋
徐　 凯苏凯全尹　 力张　 林
杨金东黄晓峰陈佳辉孙　 毅
顾海宇潘贵祥唐明景沈煜东
吴　 希杨　 滨夏　 丹咸同新
李　 蕊丁卫民阴　 燕张冠君
秦　 薇戴建鹏魏明亮汪　 洋
周　 健何　 波谢旭锋蒋宏宇
张佳欣薛

#

雷陈　 宇张　 凯
纪　 纲徐　 涛丁万清吴　 峥
汤世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王　 莉闫倩倩郝粉青徐　 姣
刘　 畅马旭琪周　 巍陈富江
杨明欣汤久锐段治旭奚　 海
李　 冰李明远张亚鹏谢志明
代凯星陆　 恒陶昌盛乔　 伟
顾旭尧华伟文王子阳陈信宏
胡　 岳蔡世龙奚　 鉴吴可豪
孙杨阳陈泓帆杜金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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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张　 鑫汪宇青何月银杜木丹
沈晓涵蒋云燕刘　 璐尹伟超
麦迪斌高海文崔　 威徐建炜
陈伟俊姜映君朱佳遹刘金鑫
朱志翔王智源赵俊武蒋　 凯
余永亮卢广卫张壮壮仲　 聪
沈豪杰郑磊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刘雪丽文丹丹王梦婷高　 茜
夏春阳李露露薛　 冰韩　 飞
王添强钱　 旭郭振鹏孟　 伟
刘　 宁胡清泉杨　 铖刘　 岳
陈　 磊钱明杰代荣祥程心源
潘俊文孟　

#

李　 麒蔡　 晶
邹冬方严逸雯张怡情张　 婷
朱　 平李晔姣陈　 梁陈子开
刘　 纯姜　 超陆　 凯葛建明
蒋芒芒梁　 羽陈　 军章　 飞
吴　 烨王　 翔王　 伟朱　 正
孙金州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束翔凤郭淑媛陈　 洁徐彦首
黄　 超刘　 帅孙定稳欧志彬
张佳豪甄泽玉李　 响蔡世勋
杨　 进孙荣新杨　 诚盛梦奇
符晓斌徐金健潘小波张　 锐
黄　 浩周宇航周江涛薛浩千
软件工程专业
吴　 娟刘　 慧陈　 丹薛　 蓉
刘　 璐杨　 帆高素梅姜　 睿
王瑞鹏居　 健张庆晨冷晨阳
何　 阳戴广进王晓磊刘宇佳
韩佳润潘成光高　 阳吴　 瑜
胡　 越陈　 娟卢　 银徐家园
周毛毛徐亚楠周　 杨汤琳炜
徐连荣张鹏飞奚斌斌李　 凡
陶　 锴李　 凯潘　 祥俞俊峰

周希桐葛建刚李　 炎刘　 坤
通信工程专业
韩习习陆宝红许　 慧王文文
祁　 捷马文汐王青青夏海婷
张倩婷张姗姗夏文君李　 磊
康浩浩曹佳伟李志勇王　 健
张　 帅梁苏皖钱志程李佳杰
陈　 眺王鹏云孙　 睿王昊天
赵松焰牛艺源黄　 丽周静平
顾姚红杨　 慧周　 洁李佳瑜
宋世敏吴雪晴杨　 楠王芙蓉
王方怡潘锦军赵　 猛俞耀凯
周心遥陈　 旺钱　 鹏黄　 晖
赵有为叶子强许　 嘉邓　 杰
吴　 杰陈晓恩任　 梁
土木工程专业
荆沐阳朱绮雯陈　 燕施久灵
谢　 莹夏　 琦贾陈泽张自扬
闫　 旭卞玉龙李　 阳仲海峰
王云浩万连海臧运祥严　 
顾晓炜杨　 铖于瑞峰沈　 伟
常文慧许　 峰王羿凡员慧慧
褚敏佳毛　 霞李宗凡芦　 青
殷苏生石伟志严国庆盛栋邁
张　 蒙钱　 磊杨　 阳张嘉盛
李怡贤周正益周崇戎赵其勇
褚江川孟丹方周刘军钱媛媛
钱　 晨顾辉庭程　 立闻云鹏
张恩梓单　 言许叶丰陈业强
杨唯超陆　 烽朱泽瑾周　 宁
贺　 超袁　 伟张玉飞郭耀宇
冯　 威陈　 进林　 峰钟　 诚
殷　 康李　 ?郁鸿飞
冶金工程专业
倪卫莹周　 蓉肖　 禹强　 烨
徐俊杰张康晖周　 毅李　 炜
陆昌玮朱学宽陈志鹏陈佳炜
郑　 路明晓辉王希文杨鸣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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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弛刘紫扬朱　 昭王文南
自动化专业
高翠芳赵婧萍杨　 燕盛倩云
龚　 花何　 清蔡培强贾志起
葛宇?李　 威田知伟陈　 猛
薛青雨毛　 迪李　 永李　 冬
朱　 锦严　 毅黄凌宇蒋胜男
管梦芯周佳怡任　 敏严志兰
张鹤迪邱　 明吴　 亮杨一帆
邓健勋朱家鸣卞能伟董隆达
崔正大张　 政秦　 鑫杨　 纯
蒋　 杰朱　 晨沈文康魏文元
朱飞飞李　 俏陈　 敏刘雅平
裴春玲李　 莉燕蔷薇姜明皓
潘明辉王　 震付　 乐许　 真
邵嘉宇张智博卢琢成王　 雪
陶兆亮赵　 攀于桂斌丁赛赛
刘　 辉王瞡超居　 文
工业工程专业
冯为倩黄　 柯赵红林蒋夏云
殷怡怡戴冬烨李　 越徐云云
曹　 婷张　 玲薛俊龙陈卜挺
戴强强赵　 恒张文龙康毅乾
唐超南刘瑞升周臻博董艺超
丁祥军解　 磊蔡文杰汤　 宁
朱一东傅鹏华杨津江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叶安娜贾平平黄宏霞张芮溪
朱天裕顾晨阳朱晓笛肖　 怡
李　 婧张　 秡缪玉莹谢逸君
戴佳乐袁明诚顾玉荣王　 静
袁　 玉郑珊珊蔡　 敏张文杰
卞陈静谭书丛沈丽婷曹　 辉
王佳翔丁厅厅李　 康江舜杰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解　 露朱冰艳徐宵宵史菊芳
葛杭金杨瑞云吴静静夏　 琦
陆　 颖周　 倩卢凯荣谭苏婷

张梦皎王胜男王　 希王　 晴
丁文洁钱毓洁周　 敏王　 莹
徐　 鑫刘丹丹沈　 轩陈宝华
杨　 轩盛　 亮宦雪彬刘正辉
管一栋宗肖俐陈娟娟周新月
浦晓晨张克菲沈仁仙史智慧
王　 璐贝晨媛岳　 丹胡凤仪
卞丹丹鲁　 娜昌　 桐陈　 锦
朱青青陈烨笑张正怡陈　 颖
沈紫菲　 黄浦笑楠陈枳彤
王吉龙蒋振东韩　 泰张　 鑫
沈梦天陶斯琪顾网平黄　 谨
承栩灵王燕雯孙　 妮乙来娣
郑　 玲魏梦婷王　 瑞张卜方
张伟伟高晶晶葛　 磊宋绮绮
刘力玮陈婷婷陈凯玲唐筱瑜
孟　 娜汤嘉平葛　 佳吴怡瑾
张树铨夏忝煜殷翔宇路清晨
顾宏杰
会计学（财务与金融管理）专业
陈　 颖陈蕴苗马晶晶韩丹茹
黄莉芸赵怡莉施一丹钱怡佳
朱枫楠王琪琪周　 月纪乃馨
刘唐慧陆　 颖张敏超杨　 丹
石诗怡单蓉蓉王文丽郑　 瑶
张露露刘　 琪陈宇晴顾欣桐
杨　 靓周　 超王心田金健婷
周　 琳刘梦癑钱建宇包　 凯
陆　 岛孙世君吕艺琳孙　 晨
马杨逖潘　 娟冯晓悦龚一洲
仝楠楠葛梅园黄天蓉顾菱薇
朱　 然吴　 琪刘亚伟雷震群
李　 玲樊　 静赵　 红王莹莹
汪文静陈汝梅马素芮张　 涵
张　 悦毛丽琦杨文菁黄佳楠
钱嘉澄常成杰梁泽楷徐　 亮
刘子钰陈　 炎魏子钦阮小婷
祝妹妮徐雯桃肖玉琪薛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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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玮吴翠微苗馨予张旭芳
刘　 苑张佳宇谢　 笑凌　 虹
马　 杰冯林东潘林溪颜　 欣
褚宇蕾陈思竹孙忆香徐　 阳
陈　 癑杨　 君陈　 芬王璐璐
吴雪冶吴　 仪万家平孙　 鑫
陈　 凯李旭浩李伟锋黄嘉炜
苏皆全王　 鹏方帅茜过　 维
赵　 甜袁　 苗杨　 苑张炜炜
叶　 靓吴　 倩沈思思李思莹
陶星怡丁媛媛徐煜璐蔡梦琪
马佩佩骆圣淇吴　 吉蒋婷玉
唐　 莲江宇晴丁　 雯庞　 琪
金波旭蒋玮佳陈婧涵蒯晓芸
唐　 寅王　 尧陶步通江文昊
秦　 阳常　 涛王　 哲
会计学专业
孙梓桓徐　 路彭上上汤瑞豪
马梦琦吴佳慧谢　 磊钱文婷
王　 钰查益枝储　 昕黄　 瞡
蒋小燕牟金淼狄嘉欢董　 依
王思艺丁燕娇杨　 怡穆双双
陈　 岑潘诗意吴闽翊何双伊
张玉风陈　 曦刘丹丹倪天池
俞子辰李梓卓孔德伟夏　 颖
任美华吴　 敏符舒静余姝翰
曹晓琳仝海鹰吴　 玲潘丽娟
胡婷娟谢　 娜鲍心雨丁雨佳
陈　 磊周佳媛王　 露李　 进
张　 雯蒋静文纪星辰陈　 丽
怀　 欣居婉仪李欣桐李苏昌
陈天昊王　 一仇　 聪梁琛尉
唐蠫辰范炯葶刘思癑沈诗超
徐　 颖张　 鑫叶　 晶黄凌霄
孙　 雯戴佳丽唐怡雯钱星辰
龚　 萍王　 丹马　 蕾徐佳玲
金孝璇江　 瑶潘维佳刘赵烨
束梦姣朱潇钰蒋旖婷陈　 清

谢梦茜戎欣媛张　 婕姜大伟
张泽鹏周俊名丁紫楠梁炜韬
陆宇飞戴文涛王继龙黄　 睿
李　 丹薛　 菲杨书倩袁　 媛
徐　 静高铷烯刘佳乐吴晶晶
陈舒君顾　 艺贺雪华陆　 瑛
陈　 洁周　 杨刘　 晓王安琪
冯子钰沈　 悦陆　 萍朱　 蓉
贾芳颖彭　 艳王一凡孔维纲
唐　 天张　 驰季之鹤蒋广成
史家桢王占君尹　 涛张思涵
赵玉婷陆婷婷杜凤姣朱璐瑶
王晶晶杨添增王乔蕾王华蓉
王　 盼陈　 菁张家希赵梦飞
支　 妍苏丽娜唐佳慧王应萍
程梦杨刘晶莹吴文婕王至立
张　 昕乐碧芸黄天源叶佳兴
蒋　 晗刘如亮李　 澄李玮航
常　 楠葛新晟保　 杰许　 翔
宦杨捷周　 蕾王　 蓓杨　 丹
周艳雯成菁菁蒋焱洁范伊娜
章裕程潘晶心王梦倩宗　 吾
潘　 翌黄媛媛孙逸文刁晨圆
储蓉蓉徐　 静周倩倩张之卉
王丹伦谭　 欣陈思旭钱　 菁
蒋欣辛包　 聪董雨辰苏　 畅
蒋学成张文宇赵彦云孙　 癑
孙　 静蒋　 月陆亚雅张　 芮
田　 婷高亚梅马　 莹戴雨辰
赵梦婷董珍珍戴诗宜吴　 琦
翁端琪何　 蕾刘　 洋陶雨佳
黄　 颖孙　 彤孙雨婷薛　 文
朱清妍朱　 岚董江涛裴梦璋
张　 昱曹　 力王　 通沈　 超
冯章洲吴　 杰曹佳佳
能源经济专业
钱圣臖谈济萱陈佩彤王一卜
华丹鹤许诗瑶罗紫筠严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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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倩倩孔令仪王　 晶成　 如
杨蓉蓉王　 淼孙梦琦刘　 
仲伟宁宋贵富徐冬宝谈少鸿
王壮壮陈　 俊刘　 翱孙　 鑫
房　 杰吴　 郭　 欢李　 娅
周淑媛徐翠霞刘　 倩刘烨飞
王　 娟饶诗怡张　 颖严玉茹
李迎庆倪榕含娄月秋周　 婷
侯　 薇包　 婉孙桂洋郭嘉炜
颜　 楠沙润桐蒲　 云王志杰
鞠　 昊苏　 冬江雷雨花宇霆
统计学专业
刘乙霆徐　 艺刘子慧刘梦君
孟　 菲季　 蓉吴怡丹王素霞
蔡　 培陈雨恬盛香云张　 颖
张雯倩鲁　 婧周　 薇马婷婷
张　 莹张　 鹏夏雨清王　 博
高　 嵩金天驰林　 通刘苏晨
周勇利李晓巧查晶晶刘　 银
黄　 婷马淑萍张雪娇王文茜
张　 澄姜舒婷陈金娥周　 彤
陈红玲袁　 颖郭梦琪徐维奇
戴玉杰杨东升成　 卓黄　 晔
物流管理专业
顾佳伟李　 娟陆虹伟业文健
刘　 婧徐　 静温丹丹徐　 静
黄　 惠董晓兰吕翎畅王　 洋
王　 宇冯　 俊周　 婷顾华健
袁佳雨周嘉飞王　 露史衍顺
许孟池沈寒晨刘　 明刘　 东
顾晓燕曹雅秋张　 晶陈宁惠
董怡雯陈　 燕庄　 娜陈　 蓉
陈逸琪魏　 敏庞媛媛王　 雯
宋竹琳顾云燕陶春斌曾　 远
陈润楠田浩然徐仁杰王　 成
朱　 飞卢　 峰夏希佳左孝天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葛　 婷鞠婷婷黄　 熠陈　 慧

姚芯瑜戴鑫红唐　 颖陈　 怡
刘　 珊倪丹丹周　 陈　 韵
朱　 艳伊婉雯李梦旋李　 颖
嵇　 斌杜　 涛王　 砾乔　 杰
张　 驰严益强滕　 飞杨晓春
游正化周晓飞陈　 利徐　 婷
龚　 璐杨　 恺杨　 瑜张　 明
禹良悦孙嘉慧徐　 佳仇春花
赵胜男成癑仪卢文君朱晓捷
曹　 草刘　 婷李　 路包哲超
刘帅帅徐培译杜奇钢赵雨晨
周子鑫孙　 威贾　 旗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专业
王　 舸赵　 婷程　 婷贾雨婷
陈　 晨戴明敏时　 燕徐　 蕾
盛　 赞陶慧怡孟　 云张　 娇
邱佳婷孙瑗梅裔　 乐吕　 爱
陈秋溢陆梦雨熊　 妍商雨薇
徐君兰何哲君盛东明仲文亚
陈　 悟周天智孟　 韬谢　 蠫
曹学武张　 琪孙耀威陆　 宇
市场营销专业
陆红霞储星星刘　 婷王逸颖
江　 南韩龙凤张　 妍张　 倩
马文雅陈蓓蓓袁　 馨张晓艺
刘　 洁朱婧婧宋晓凡周　 唯
荆　 涛殷　 超尚玉洲陆南威
韩　 曦张　 威梁君妍包丽莉
季垠莹魏倩云邓明艳王晓露
杨望艺季勤娟杨　 晨姚丽丽
王迎盈张芸芸褚文进张晓蕾
焦文红杨凯健包红梅徐　 敏
董　 辉沈宇阳陈　 力符亦微
张　 捷赵锦涛储　 迪
英语专业
苏婷婷欧阳小小石夏月
陈亦男张　 婷周莉佳周　 癑
王佳慧刘　 臖戴　 悦蔡系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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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静张　 程戴元烨孙雅萍
李小辉黄春花周梦园胡　 静
石明黄于笑陈　 双孙玉玲
王庆红王双双丁玉岑郑文君
丁尉玲王　 燕徐家斌李　 纬
丁丽玲裘成钰潘妍妍陈小庆
华敏舟荣文洁虞　 洁季敏杰
王　 婷黄　 敏徐媛媛李　 凤
贾珊珊张楚君颜璐燕方　 妍
顾怡佳葛珊珊金敏敏刘晓雯
王晓雅孔楚楚刘　 媛朱婉宁
周海鹰许雪芝邵晓艳江媛媛
张子洋魏　 祺王　 蓓孙　 鹤
丁　 瑶周欣雨韩静怡顾敏颖
陈璐瑶黄　 亚陈　 霞蒋　 丽
李慧颖徐滢滢王熙凝杨　 玲
陈　 荣徐绮纬张　 茜蒋　 嫒
黄　 丹姚　 爽张　 敏黄　 娜
高　 也伍惠璇宋一惠宗欣怡
王　 慧杨雨童陆俊杰
护理学专业
章　 倩林　 晨糜　 悦相　 慧
周逸仙肖　 燕孔琦航黄亚萍
徐　 倩陈　 丽李　 盼赵　 杨
范夏艳姚　 玲苏晓怡韩　 晨
郝　 玲晏平萍袁滢子赵　 萍
李叶婧刘雨薇徐　 雅周　 园
史学敏于　 霞袁舟洲吉加梅
徐　 彦顾　 浩张　 旭李　 晶
丁　 玲王月月胡德骅周　 红
吴　 婷周　 盈郑　 婧华怡婷
王振宇倪　 虹陆晨晨陆亚斐
田　 艺顾　 蓉景梦姝夏　 莹
王洪烨朱凌云曹　 琪吴新华
袁晓芬苏怡红陈科丹赖青青
丁　 悦陈梦依张　 萍江雪纯
沈淑华郑嘉欢张苏娜杜　 娴
金烨铼荣　 萍陈亮亮王雨晴

闵　 舒索玲玲魏　 乔曹晓旭
朱润月张亚芳顾　 斌王真妮
王红霞吴月琦曹礼玲潘虹宇
陈　 碧王　 薇马丽娜王心癑
高炯炯糜文静倪舒悦吉　 莉
邵　 丹刘丹倩赵　 霞李春雷
黄顺飞吴蓉蓉
医学检验专业
徐丽霞闵玉娇屠　 涛陈娅楠
张碧莹黄莉婷朱　 丽贺　 昊
周娇嫣李彦霖朱靖雯徐元培
卢　 蕾吴　 岢徐　 荔周小荷
蒋淑仪眭　 贝李沁心张心驰
陈诗意张　 雷张统一沈煜轩
刘新宇丁慕颜余　 建王科力
潘子辉许昕炜王晨磊陈　 嘉
刘聪瑞王　 凤樊文珍单佳佳
沈文婷沙祥芳蔡　 茸张士清
刘　 婷孙爱月张　 力高　 沛
吴　 仪金　 鑫徐怡琳于　 洋
高　 莹程　 洁徐如珉沈　 力
李安苏张晶晶唐　 宇赵传祥
吴　 琳颜虞源袁天一应天成
张　 柯朱文凯朱雪峰章　 文
高　 维相海燕彭　 江王青茜
陈钰蓉东　 芳戴　 玲张　 茜
龚天娇柏　 乐张　 练徐　 菁
顾　 玲张媛媛王　 欣吴尽洁
何雨恬曹　 力戴文绣程宇莎
卢　 煜蔡留军王　 栋冯　 磊
周　 天解　 阳陈　 栋陆　 烨
余迪烨周　 行张　 荔周　 清
张　 颖何惠文徐梦雪王蓉敏
邓盼盼吴云超费　 甜单韵吉
杨　 雯庞晓晓刘佳烨周韵佳
周瑶璋曹倩文陶佳玲顾　 菲
李佳瑶葛　 畅徐　 茜庄　 俊
朱依容王春雷崔东亮周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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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文杰马凯华刘志伟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梦诗朱梦昕刘　 敏汤淑婷
陆倩雯窦雯婷王阿锦陶晓黎
李锐敏殷怡云贾　 翠邵　 宁
张鑫宇韩维娟殷　 花张欣欣
张　 娇周书龄金德平白　 阳
蔡　 露肖　 鑫陈婷婷柏　 榕
姜奕奕陈　 涵顾凤生陈　 中
吕泽轩丁海波李宣宣冯华梁
李　 超顾文枫
制药工程专业
顾津菁张　 燕吕海燕张栌予
孙　 煜汤丽慧贡小辉张萍萍
杨秋璇沈明香王　 佳陆凯乐
范佳文杨国花郝秀华徐　 媛
成　 华薛双双胡　 洁尹玲玲
周思宇李韵竹张　 颖蒋芳蓉
徐敏慧冯　 晨李慕安陈　 健
任震鸣于希鑫刘　 凯成胜荣
林佳俊蔡航海

京江学院（宿迁分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束沁冬陈　 阳高　 伟韦翔钟
陈　 成倪怡华李春海姚　 阳
吴伟杰刘文昊谢　 浩谢鹏飞
杨鹏程吴　 成顾　 勇马步青
祝　 欣王　 陈张亚姣卜　 胜
石浩康李　 新丁　 圣杨　 晨
张　 涛俞　 恺洪纪伟孟日京
张凯乐杨秀军李耀飞张　 冉
宗　 薇徐　 颖周　 蓉潘妮娜
秦??陆林洁薛东清王婉宁
封心珠吴　 洁王　 莉陆嘉文
袁建平葛仕翰姚　 成刘忠利
陈　 晔成　 悦陈　 然刘义鑫
徐雪坤郑　 鑫张逸凡顾立琦

徐东旭杨白剑朱方睿魏　 星
徐　 宽徐　 烨顾中凯范　 璐
毛兴达沈铭鸿周　 晨王　 鹏
杨　 磊梅哲铭王　 俊金　 宇
仇英魁姜智超周烨霏张　 珂
任欣怡王春晓魏　 缘程　 慧
冯雅琦赵兰兰黄帅杰毛　 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谢　 鑫王　 函王　 帆苏　 航
翟诗雨李　 强陆　 鑫姚　 耀
徐　 琦林　 翔陈　 篧陈　 澎
张晨晨高　 贤龚志宏吴佳蔚
王晓晨曹恒星陈雯悦余秋潭
周文俊赵　 鹏周晓杰李大洲
戴俊宇徐东琛罗　 捷谷啸宇
李自韵张子琪魏　 娟于慧琴
王吉俐陈　 欢孙涛涛王　 玲
陆志琴来雨桐倪鑫艳李亚楠
侯　 冰戚　 璐王亚楠李佳惠
韩丹萍李　 峰李　 磊沈　 斌
苏　 康陈　 阳葛丽钧吴　 浩
李正亮马　 力花志炜王　 成
刘月东沈　 凯李广春戴卫东
管　 伟邢　 鹏李　 俊李　 涛
周　 斌杨　 越魏子祥陈嘉诚
支　 超丁晓澄蒋　 益孟　 旭
冯　 涛金亚军金　 张乙川
周　 峰许德君陈　 静吴　 潇
蒋　 月仲　 攀宋一凡王怡佳
郭　 静李　 瑶丁　 茜孙书琪
刘　 楠卞季文高　 璐周春燕
张　 璇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白　 楠朱　 旭陈立福陈敏桢
陈荣栋陈硕彦范　 凯高佳欢
顾正鹏陈　 安朱军军朱昌华
周振杰周驰程胡　 昊黄　 杰
黄　 威金　 磊金欣鑫李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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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童李晓青凌金鑫刘　 亮
司　 远宋伟栋王　 奎温敏健
熊振豪徐　 洋徐志坚许　 斌
许一波颜　 凯杨雅彬殷旭龙
袁文森张　 润赵　 同刘慧敏
张　 思李斌岚王碧云胡圆圆
郭炫林
软件工程专业
尤　 浩倪志祥孙　 豪石　 尧
胡文康沈　 峰马树章蔡　 宇
沈　 诚张　 灿刘　 磊刘瑞稳
周　 刊何　 波周敏杰殷枝南
李炎琨徐雨庭史俊斐邵俊健
鲁云鹏陆　 斌邓慧文孙　 淳
王　 杰焦鑫鑫杨俊胜徐年进
陆方亮金敏超朱嘉庆杜俊杰
葛强强洪　 程康维钧张琳琳
张　 慧沈皓翔颜伟泰朱佳英
刘　 欢丁亚男蔡　 燕张　 敏
沈　 ?唐华琴陆　 艳蔡建巍
鲜嘉麒王　 伟许晓峰薄　 超
徐庭辉聂　 帆洪华剑袁健松
封宇轩李　 刚童　 庆穆　 洋
陆俊琛胡　 琛王裕健金　 鑫
刘　 蒙周　 超钱宇豪吴　 俊
任　 巽宋家豪叶国栋杨　 振
唐　 盈张晨阳王志浩陈　 威
阮康俊吴　 阳范琦峰蔡磊磊
卑军华柴攀峰高雅明徐红江
朱伏琪陈　 昕刘　 峰施奇成
史健生夏　 宇杨兰兰仇佳亮
张　 希张立俊黄路焱许晓文
李倩文沈逸菲
通信工程专业
史　 冲史志恒施添镭李　 宁
王　 旭张　 坤姜皓文宣　 威
吴　 禺梁跃伟庞　 宇杨福星
姚　 飞夏永卿马仕成潘　 

夏　 禹杨晓良孙　 鑫杨　 斌
梅雨豪花逸川汪静逸毕灶荣
黄轶伦周航帆彭　 群糜　 健
王　 勇缪　 敏钱迎蓝王思雨
石慧烨赵　 静徐佳弘夏秋萍
王　 川丁倩云王　 洁熊玉敏
高梦园孙欣玮杨　 超罗至恒
张　 群徐思豪俞冠天裴雨琪
卢　 丰王　 聪李晓杰曹鹏鹏
季玉琨顾威炜单　 闪朱昶霖
吴宗琦周晓宇曹　 猛章　 庆
庞　 筱何凯宇倪　 珂耿贵飞
甘家明尹　 昊顾晨臣周　 桐
陈跃东朱甜甜高海棠陶梦婕
孔　 铭王月新徐振婷陈　 雪
徐　 楠翁早霞陶晶晶曹茜瑶
于筱雅孔亚涵徐　 淼

（撰稿人：徐翠红）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本科
毕业生“升学”名单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陈小丽石佑敏解　 超唐宁静
刘希超林　 威吴春华汪　 健
陈　 密刘　 闯吕　 品彭　 康
阿林辉陈大伟李鑫鼎罗春晖
张明明薛　 佳王金山石新异
蔡成彬王建航杨　 健高　 鑫
张　 生周　 彬高　 放吴　 侃
王　 强王　 超冯　 乐赵传昌
刘金超戈志鹏朱林童魏晓东
唐亚丁谢　

#

黄锦栋庞　 婧
陆　 静高明灿吴升筌张文涛
李凤国陈平斌刘彦伯王　 鹏
马　 也陈润涛陆志贵邹承洪
王元元杨　 双黄　 裕马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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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伟郭亚飞张兴龙曹增辉
李凯祥张佳楠耿明亮张加力
金志文梁雪辉徐育康廉益超
郭　 庆张海恩王国桥刘　 强
符啸峰孙昀杰魏　 策胡晓芳
郭　 青朱　 颖陈武科曹坚庆
祁　 超向　 勇张　 夺徐　 路
杜建富胡肖潇王启兵孙思远
蒋鹏飞高　 凡柴弘扬孙志强
金定弦张　 露王法伟丁　 浩
杨　 震黄帅林张　 阳钱飞杰
杨一凡崔　 晓于壮壮张文志
孙　 逊顾　 克李　 滔李晓国
唐一帆王　 奇冯嘉铖曹姜钰
王玉倩张　 婧陈明明王　 飞
袁振华王　 健王　 耀马安林
李　 胜罗雨钟王　 盼姜　 伟
袁　 广王海杰单益华黄振中
刘　 宇何镇盐魏倩军朱天明
周　 兵陈　 郁朱恒伯焦银亮
沙海峰陆华城余鹏飞潘　 存
陶天军朱大猛孙　 豪陈　 辉
吴　 ?陆　 铮喜　 奇徐子禾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
许　 昕侍宝玉苏印红李始文
李　 翔朱文悦季　 贤周　 阳
冯小彬张勃文夏正东王　 恒
刘　 洋张　 宇许立坤田金辉
林子力金　 磊盛嘉端韩帅军
王　 ?张　 宏许吕浩冯宝良
陈园园胡锦坤赵　 彤杜程龙
张佩佩孔璞裕魏雨晨顾　 琰
殷　 菲潘盛军罗水英韩　 臖
黄　 梦范敬伟李洋洋曹一涵
王洪涛周若愚张　 林栾发加
何善战郁嘉晖杜　 晗王心源
陈远旭杨　 挺许　 琳印学浩
杨贵毛范勤晗王沂澜肖逸凯

高胜男黄熠杰凌　 俊吴伯康
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王金峰段永胜高昌达向　 前
刘示林殷文韬黄嘉宣李自亮
熊　 松马志辉范　 宁黄　 君
熊晋秀塔依尔·吾守尔张丁月
安　 民王嘉敏朱志杰
努里比亚·艾合买提刘东阳
热萨来提罕·吾卜力喀斯木
徐　 聪邹吉菲邵人杰杨　 静
花　 鹏李　 芬石云杰张美玲
汤济民华可飞李志岗郭彩云
曹　 鹏李冬敏孙　 伟沙威威
王玉松袁玉芬嵇绍波冯鹤晔
黄　 瑞陈新蕾李　 昊丁　 蓓
黄文豪黄　 婷王　 旭李国玮
曹　 明郑昌忠杜　 鹏
上官剑锋孙　 源杨瑞彬
熊正兵谭瑞发李　 芬李召旭
李　 涵邸　 衡董鑫阳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唐　 蓉陈剑秋陆佳慧居士浩
赵欢欢周　 阳沈　 飞陈汉辉
王　 雯王旭东陈德宏陈　 祥
毛宇航施　 康雷朝鹏王　 祥
王加加徐　 军赵梓鸣濮一军
孙玉辉贺　 宇于双晨樊国昌
付东升贲秋程高俊山柯　 俊
牛洪超蒋　 枫蔡昌乐施祥虎
李　 伟朱　 剑何佳泽王天伦
陆文煊戴金新杨　 光花文超
高　 琪钱　 安王　 峰沈祥璐
李桂鹏周秋实王　 栋刘升爱
王增生杨舒颖陈　 健李　 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专业
蒋　 雯薛振博陈佳炜季仕杰
孟李林吉海波朱　 力蔡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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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威陈　 超马　 悦曹　 
张江才袁登浩杨凯磊吴波波
孙阳阳杨文恺史鹏飞倪　 睿
武　 森韩　 霖朱国林金雨晗
李思阳陶驾龙杨贻勇陆干森
牛帅旗尹　 研何文渊王　 刚
吕　 帅王　 浩刘　 宁杨　 佳
申俊宇朱宸煜王旭乐秦以江
王　 磊薛方正王利宁杨东升
朱　 浩沙德利李　 鑫孔　 裕
刘　 刚吴敬文徐可乐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杨亚男龚豪李海涛樊威鹏
谢　 为董伟伟许凯杨杨加清
吴玉丹梅晋银吁鹏飞靳　 伟
石丽娟旷坤坤于海龙丁锦航
卞晓慧张凯旋段海洋尹强强
赵　 颖眭　 梁耀宁敖英男
孙田田崔宏飞余　 聪郭　 源
周华磊易蓬凭林鸿亮刘建锋
骆佳明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张羲昆曹一川刘奕阳胡宇豪
潘　 浩狄仕成王　 超陈鸿飞
蔡理华姜　 川高　 洁顾瑶芝
陈莉莉张　 婕李　 韵唐俊安
庄恒之赵　 峰伏永胜李　 健
宋俊逸王　 勇贾志宇李威廉
杨　 阳杨程成梅　 勇许尧磊
任　 翔魏振东曹月锋张　 星
季　 羿奚家灏金　 欣李超燃
葛　 余陆科骥时涵能徐琪凌
吴　 凯顾星癑朱　 斌徐康俊
朱晓明赵忠辉刘　 涛常京运

陈　 羽陆　 怡盛国臣钱星南
周沁辉丁兆杰王君彦易旭东
陶凯鹏金　 彤林　 帆胡　 癑
马媛艺邱　 强梁　 康王广贺
朱癉平石　 鑫周　 敏蒋振宏
何刘鹏章晓星单建祥胡延君
周琪鑫曹　 政储小军孙君羽
杨　 晗陈震宇汤霁骁张力鹏
张　 邁贾若飞王　 鑫韦稢勇
陆嘉炜吕　 昶尹伯臣李文哲
周达昶李　 清梅学瑞秦　 洋
韦　 淇沈　 珂殷文倩孙洁洁
张　 田厉晓华刘　 阳仵晓涵
叶　 浩张　 伟王晓冬俞　 波
谭　 举曹　 杰王　 桐张　 晟
包　 灵徐文杰仲宇轩徐浩翔
吕海鹏卢　 凯周　 健刘　 成
吴　 超施　 周徐新铮吉　 彤
沈嘉扬张恺成顾　 天徐鸿淦
江昕炜祝伟奇苏天阳赵志鹏
姚苏?许珍珠倪汉秀严佳微
江　 灵杨　 康武志伟王庭华
徐万强冯志强吕志军周淼丰
徐益华翁烁丰王存智周伟建
陈志豪季红欣邱　 鹏范中心
张海逢恽　 航孙程炜徐杜军
张可人马晓天赵贝嘉吴剑煌
羊　 杰韦　 一汪宇轩葛蕴霄
周亚萍李文松王成雨范　 膗
孙　 巍王　 畅陈　 成李逸伦
王雨微沈加仁徐荻癉徐如玉
宋文兵杨玉露徐艺芸周　 婕
张含天李炳炫李　 飞唐　 东
樊　 杰傅家麒施正伟赵　 磊
赵方祥钱健军罗　 翊周　 康
许浩杰石朗银胡　 伟蒋　 凯
袁国平于闻敏陈宇航林勇峰
周蔚林邓凌柯尹晨辉张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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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延宇王一凡李　 睿朱　 琳
王开禹夏　 磊蒋鸿远史　 尧
冯军志陈嘉明陈　 宇顾蔚昊
陈雅男陈　 敏王嘉伟陈幸鹏
吴　 镇孙宙南朱　 一何经纬
张志宏徐心岸夏一衍时林贤
张玉琪陈　 榕夏逸波管晓星
陈　 铭汤晓东徐宇航陈家炜
耿兴仁田　 瑞方妍月朱佳隆
杨雅文张雅楠孙　 越张子杰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械）专业
王松义童　 心支云松周惠琴
崔应欣韩柳梦田　 甜袁　 勤
樊雨瑶周海宁穆红凯武泊宁
樊润林郭立斌时价健张畅畅
周　 洋周一闻冯晓柠林　 浩
李文骏季鑫磊范　 义吴　 辰
潘宇峰赵征祥梅　 莲张潇尹
裔　 静孙晓庆林兴亮武静康
朱　 阳支宏斌周惠杰桑海军
张　 星邱　 洋张天峰沈纪鹏
颜小卫石云飞王　 冲黄　 超
涂立志王　 鹏孙长磊郭　 
祝逸浩徐　 露吴　 琼张　 月
朱伶雅吴树鑫李鹏飞马　 骏
董伟龙宋子豪陈永强韩业扬
阚　 磊张　 琦郏文杰崔　 鹏
房　 晟靳红磊缪晓峰王　 蔚
梁新华李　 成董　 浩尹林杰
陈　 浩
交通工程专业
黄婷婷扎西平措马晓真
吴　 娜祝艳芳王　 蓓陈　 旭
王雅如杜树樱嘎吉卓玛
徐　 旦周建华韩　 锐陈德金
李煦升王佳伟徐　 宁郑　 波
陈欣然赵　 超丁　 莹王　 旋
孙德浩张宝林何思远董　 魏

马　 银王　 凡薛　 丹罗宗胤
袁才鸿彭佳鑫梁　 市马俊杰
葛金星史孝开卢英杰冉存瑞
董建国蒋　 顺陈家伟程康泽
李首峰曹孝龙许　 畅张　 浩
刘佳雨韦帮成郭　 创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流工程）
专业
刘恬静张源善陈　 磊戴　 煜
王　 雪周圣伟徐潮妃史晓南
唐灵燕张静怡齐娟子刘　 微
高博伟王尚可单亚娟孙佳惠
杨木易周　 洁龚奕昊吕宇涛
敬　 娇陈青民张卜方魏　 凯
陆佩岑杨旭明陈　 雷邹苏超
王丽敏张居正张伯钊朱西祥
王会林解维嘉陈君沁王　 鑫
王兹文郑　 鹏陈德仁潘　 杰
吴靖浩李银刚王东东王新飞
陈　 胖宗　 彭周振东郭剑宇
毛高亮李庆琦冯海鹏朱家欢
王　 敏胡锦波贾博文魏志猛
张连升许亚文田　 彬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械）专业
陶　 稢李　 伟童　 凯夏　 铖
郭瑞东孙佳一卞竹青戴　 祺
蔡　 阳邱伟峰周　 进范佳晨
陈　 浩李先军李　 雨王礼旭
覃　 健孙　 达阚广涛平元峰
杨庭辉张　 春黄凯乐蔡北京
张阿慧姜　 健张开诚王仁杰
吉芙蓉秦晨曦王　 浩顾锡龙
丁　 莉王　 琪景玉成陈　 桢
钱佳丽毛　 宁刘嘉伟周鹏程
闵海丽潘信宇彭凡凡张志祥
吕　 丹张子旭闵瑞松蒋　 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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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浩杰杨彦舒司马浩钱　 培
韩芳芳方　 杰田　 靖苏　 伟
盛日庆梁　 刚严　 骏陈　 铭
夏　 锋黄　 勇王　 昊柯光超
李　 佳朱嘉伟卞荣群张一冲
田　 鹏彭邦建陈欣欣李　 靖
吴凯文张文鑫刘　 鹏林　 泊
张一营冯奕通刘俊奇庄园兴
万福来门亚光李　 杰肖亮亮
李淑婷唐亚静俞　 洁孙瑞泽
华　 琳樊炜炜吴　 娟高玲玲
李呈怡龚　 天顾逸平包泽宇
柳祝勋潘赛赛孙青山陈文博
甘星城李　 翔邓起凡张志洋
明　 星马长江王鹏程史嘉伟
潘同建褚　 俊毛　 磊黄　 成
梅　 剑秦　 晨王鑫伟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
节能减排技术）专业
张纳如邓征兵惠　 成曹　 斌
王雪梅梁　 辰丁炳光庞　 波
刘　 枫陶　 源金敏姝吴迎坤
陶　 晔张为栋王　 蕾吴元元
洪慧慧管　 金周红玉王继宾
王玉杰吴　 伟刘秀婷纪洪飞
张俊杰濮　 诚管佳慧周　 锐
陈发宁钱友志陈华晨徐书平
刘羽双韩　 琦程敏敏郭祁睿
阎慧峰茅　 凯陈　 肖许志远
章　 旭李志远何栋烨赵　 岩
徐家俊宋彬彬陈子浩潘常军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
史丽莎毛莎莎李培瀚张　 辉
段立娜王得家罗　 蕊周富玉
赵乐乐董庆海张文婧刘　 航
卢添天李　 嘉袁琴琴韩漳瑜
王孝天张明祥张丽娜肖光亚
骆　 凯张瀚文吴　 晶朵尧文

代朋超戴　 义尚欢欢吴维维
李春阳朱华健王仁志齐盛尧
谢绵旭朱家伟霍延凯赵　 辉
贾志洋黄春杰杨　 璨王清锋
董　 俊刘　 睿吴经伟颜　 勇
袁　 鹏杨绍俊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物理与
节能减排技术）专业
马利亚赵梦瑶张映生黄星恺
张佩佩蔡卓成叶攀学周小亮
杜雨轩吴俊益左广胜朱香闯
王明明籍　 元滕　 凯袁成威
陆　 琪叶宗雄金晓声蒯美鹏
贾晓光彭天宇黄英杰周　 珂
陈建云尹光正朱超杰张　 磊
彭行洲张　 涛祖　 帅鲁良运
滕润韬徐　 畅宿　 丰倪亚军
孙　 进吴胜辉付洋洋纪　 金
陈　 琳宋　 涛程　 川张　 禹
叶光璇子陈景芳刘深源
戴　 亮黄宇亭杨　 飞赵庆春
沈端祥徐　 方韩啸楠王东博
张铖铖崔莹莹杨闰焯郝晓晨
陈　 想吴鑫忠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
贾荣芳胡宇航严　 灿蔡　 宁
李　 彬潘嘉豪陈来祚王　 锐
徐　 丹厍智国陆　 越姚凯杰
徐　 洋管　 伟周志伟王　 飞
马　 癑李　 贝殷镛钊陈　 舟
徐绍岑谢天华汪　 慧窦生平
吴玉婷李小龙罗琛瞞冯　 欢
仲婷婷陈树理詹　 睿李　 鼎
孙秀秀张迎成顾婷婷黄志鹏
姜学斌沙志伟吴　 荧陆　 越
陈晓彬蒋　 鼎王心怡周菊飞
覃荣翔杨　 春祁　 雯殷佳炜
李昌恩曹　 睿牛楠楠高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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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琛张冬翔张若梅相启龙
庄魏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专业
田　 佳卢一帆王天成姚　 伟
刘思奇李成浩范晓建刘　 剑
杨柏林王星奇李　 杨郭　 繁
杨广林李润泽李　 腾王文彪
张　 炜陈　 聪徐　 新李文滔
刘嘉辉丁仁发黄　 超李德龙
闫　 寒张义超管　 飞乔孟飞
李　 超

$

志伟曹　 彬董　 鑫
曲晓健高雷章李秀涛李晓炜
陶乾顺赵　 锋褚少磊赵　 伟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潘　 权谢小超欧鸾瑜李双可
程　 娜尤奇遷宋　 佳陈彦虎
马媛媛陈　 昆吕梦晴任宁庆
朱　 佳李承龙商　 铫董桂桦
施晓萌莫厚毅王　 烨田　 浩
王济祥许　 超胡向涛马　 英
张孟阳黄启明陈嘉晨仲　 跃
李生辉瞿国华潘　 旭葛　 青
韦明敢王毅森潘文吉陈　 磊
喻书豪杨　 山侯凯歌李鑫宇
贾广雪李新芽冯　 超丁　 力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赵亚冉吴国斐余　 乐张　 涵
李　 云谢　 旭林鹏飞仵星宇
吴　 凤郭　 雄严婷婷陈祖磊
赵　 倩莫维祥金　 开王有强
郑世利吴国栋管海清苏有智
谢元涛赵玉红韩　 俊王明浩
潘宏明梁金敏王　 涛杨卓强
刘逸欣江　 丹林志颖叶辰东
刘振宇盛　 开刘旭凯于纬天
唐　 旭汪玉蓝张　 旭刘腾飞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杨　 雪黄江麟周家正王阳阳
石燕菲池家明丁若恒代亚威
孙绪蓉赵　 博荣佑珍邹吉炜
潘南芝谭宏儒鞠　 娜李梦圆
于　 静郑　 攀李　 享陶志伟
夏鹏健于　 超沈　 琼马彦军
惠爽谋王成飞李旭敏马宇超
张　 涛陈克宇林　 武刘安林
杜重凯钱　 康王子龙李毅超
马奥林石　 亚何　 晗张　 宁
马墨霖徐家乐薛家清姜　 鹏
关　 浩顾守曦李　 磊王子杰
毕曙杰董质诚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
许苗苗胡杨明孔　 诚程　 杰
涂文臖李苏生张爽爽孙　 康
刘等等卓常辉刘甜甜张鑫宇
胡　 芳罗华健刘芳菲任启?
夏俭春赵仕东冷京航刘仲良
刘　 敏黄俊成赵　 杰李煜伟
王丹萍魏久川王　 筱刘　 兴
陈冉冉杜　 程江晶莹鲍　 昕
于晓凡孙　 屹杨海樱陈鑫磊
沈江涛周　 航高　 磊张旭东
田　 振沈新智夏　 振孙　 林
复合材料与工程专业
张　 燕赵泽综李　 芳贺一鸣
王静静周剑睿潘　 双马少斌
吴琳玲伍修文谢　 媛赵建东
陈雪莹严　 庆丁佳豪孟　 钧
王　 毅刘　 新陈建超王　 平
张文豪虞东霖李佳辰吴　 军
王　 玮唐　 珂陈　 真赵　 翔
李思涔沈一凡林朝辉倪春伟
周　 华邱金龙王小帅基亚成
关　 创顾海东柳家骝黄松青
王?癑詹聪聪周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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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电材料
与器件）专业
吴云凤易达柳宋文静魏伯儒
郭赛雅阚高远朱卓冰廖　 宇
张佳月陈子龙郑科城曾统显
李晓英蒋　 涛程煌煌胡精华
李　 婧姚永健王　 威徐伟亮
张　 勇张逸良孙继文蒋豪聪
孙恒宇白江鹏国　 奇黄慧武
张可胜池颖薇杨泽鹏张　 昭
谢政达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
杨天舒许嘉玲郭家春蒋　 威
刘春燕蔡欣晨丁　 岭赵亚洲
陈　 颖孙秋雅胡　 斌丁鸿远
缪金金汪　 舟高猛虎刘治岐
蔡　 婷吴　 谌　 润周　 杰
姚云龙李若冰王　 乾周　 正
聂青青郝海洋王嘉鹏王新强
周　 艳丁　 立杨安晨朱靖宇
陈佳敏吴梦麟邵志伟许珂瑞
王　 锐胡宇翔高永清侍厅厅
陈荣春陈思逊史巧燕刘煦然
卜霄霄葛凌昱进袁　 渊
吴　 虹杨玉琪杨兆成马安琪
姚虹阳宋　 烨何　 律郁　 叶
张　 颖姚　 澄吴浩泽张加丽
程健俊黄晓剑马兆宇张凯丽
龙　 勇孙　 超曹伟思徐　 丹
李思源邱殿成丁　 凡沈　 霞
石　 浩许桢杰刘　 露漆南之
赵　 鹏黄宜军温金晓陶佳慧
余　 沛李天坤徐长波刘　 浩
姚沼林童　 浩程一峰韩　 煦
李　 晨徐俊豪陆天豪罗坤峰
蒋　 涛朱二永郝正杰蔡镇鑫

黄玺舟华　 晗孙　 龙李子超
刘晨慧钱程烨陈　 浪柏一南
台　 竞沈灶君许　 实李星宇
黄　 磊卫成清马鹏墀魏俊杰
冯驿棋自动化唐正东夏　 洵
刘欣奕林志鹏徐　 群陈　 凭
周智聪刘仕望夏　 泉沈思琦
罗　 伟陈　 晓陈　 健丁莉辉
王旭东任燕强戴超宁陈淑娟
周　 鑫孙士秦于子淇吴蒙蒙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胡方圆
刘一峰蔡　 辉孙冬冬颜丙磊
魏　 东马志鑫周　 扬沈泽武
张炳南赵书成孙金林彭　 英
陈志鹏王世全王　 庆潘小云
章　 希阮建君李　 月张小聪
金妍琦甘　 雨段贺贺杨天开
朱嘉慧张庭瑞金梓安李尚龙
官小颖赵潇男
阿布都卡地尔·阿布拉虞子豪
万晓晖张　 笑盛　 宙丁鼎立
陈养生钱志杰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张　 欢张新定张　 新代明君
李　 梦陈　 霖卜小康曹丹华
汪玉琴吴亚明陈　 康刘　 静
赵甜甜杨裕伦尚振浩李妍君
詹筱珊卫小帅汤潇文陈明杰
王佳媛周祖学惠海芳唐　 栓
王彬羽吴国庆刘　 欢陈家伟
刘　 丹丁睿智杨夏倩靳海涛
郭　 前焦李亮宗卫云梁成算
宋　 樱徐步青李小悦陈益强
李　 斐魏明吉王绪芝周海洋
冯泽豪朱本杰宗楠楠徐胜达
李振民夏　 奇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何晓彤阮文楷白尔雪潘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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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艳捍炜栋赵文静吴昭榕
陈　 晨张　 江卫　 俐靳康康
胡　 敬陈伟功郭雯雯崔舒扬
浦尉玲张家伟沈佳婷郭源懋
随国鑫陈星星沈丹婷王经亮
杨　 磊姚　 棋范楼苗朱　 陶
赵伟斌李　 建李文阳董　 靖
余文翔张　 扬林冠雄薛永仲
张高杰沈　 威席佳新郭　 昕
谭文军吴天豪郭振宇陆海鑫
阮福生李超群袁忠宇倪志杰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高梨青刘洪艳陈子君林　 谦
张　 果李　 燕束月霞周　 瑞
张晓艳金鑫艳石　 雯周　 顺
安　 阳刘思妤孙　 倩谢建成
刘　 爱刘　 蕾黄鑫蕾赵骏青
黄　 剑李　 健董　 飞谭凯凯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王天琦杨文浩范子桐吴龙奇
刘　 玮葛雨杰车　 伟张宇航
武　 琼樊　 杰李明达是　 鑫
焦瞡芸龚　 吉杨年亚赵艺聪
瞿虹青丛明辉姜嘉宇王晓军
张钰浈蓝海梦徐鹏坤刘　 芸
谢袁平钟在攀李训

%

宗鹏鹏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孔雪莹陈　 培蔡云凤刘　 昊
谷　 航施　 金钱　 静王　 斌
闫晓静李心怡张　 伟邢　 政
张海燕汪　 佳朱　 飞张锦程
姜梦雪徐　 静丁志超任志宇
得丽娜尔·塔斯恒朱　 益
古显碧图迪麦麦提·麦托合提
陈　 辰张　 萍孙登科曹剑磊
顾黎帆张　 萍王　 峥钱礼顺

生物技术专业
封丽娜郭　 静纪耀勇吴　 鹏
曾晓娇丁佳俊陶庭磊曾　 桢
李竹青陈　 芳汪　 峰张晨晖
夏　 妮韦　 瑶剧　 照岑　 波
蒋露银谭仁可张　 烨韩正尚
王　 萌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陈小静王艳秀任　 凯陈　 娟
尚林林王洁雯路建东杨鸽鸽
周永霞柏　 梅戴锦铭唐佳代
牛　 瑞孙鑫娟黄梗萍朱春会
段笑园朱　 婷夏昌苗谢　 艳
吴迪颖周　 静梁　 席杨孟卓
廖安妮仇雯漪黎少芬季　 瑶
郭海鸥徐　 琴李丹丹黄佳丽
陆　 敏廖惠彬刘　 晶赵雪茹
王秋霞刘延涛梁小英何琦烨
陶丽媛张　 熙马恒冰史嘉辰
骆洪慧彭大伟魏　 康魏立军
刘承浩
生物工程专业
赵子婧王晓芳曹　 颖张正沛
谯　 琴王文秀张丽云季蓉蓉
何　 素王　 源刘易秋伊
吴　 迪马　 真刘　 玉田　 雅
龚力伟李运哲陈　 菊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黄婉玲石光亮施鹤飞林加文
赵璐璐李林斌顾梦斌秦晨雨
石艳春徐嘉泽姚木兰詹　 春
刘灿灿黄兴东柏玉菲王大伟
王延丽董一鸣李淑惠徐　 汉
杨縮童牛瑞东王志文史　 鑫
王　 静金　 迁余　 萍赵俊峰
周碧云程千文田　 婷梁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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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菲时　 伟章佳莹贾　 渊
梅　 艳李继雷季　 刘龙博
朱　 婷花昊燃张雨培梁永杰
苏时新朱海东张　 辰曹佳乐
安全工程专业
朱婉怡郝佳宾冯　 媛侯佳祥
张　 欢张族炎石叶佳李　 飞
云　 霄徐勤飞赵　 丹赵超凡
张冬雪赵万里祝昕聪贾珍义
刘烨婧罗力川刘天宇刘剑豪
杨秉丞周　 港陈志丽孙建欣
申世伟吴炯?孙　 浩周舒明
杨维祥陈彦康戴忠友敬天祥
孙国茂闫　 霖余沛霖刘佳
徐　 超潘志斌许谭顺姜祖威
周重阳陈思颖沈晨晨
环保设备工程专业
姜倩倩罗　 莲朱铭恺王　 勇
韩　 雪刘元红孙聪明刘　 涛
田　 元李伯岐闫鹏举蔡其昌
李锐欣白　 璐张　 恩许宸博
闻　 佳张　 萍陈诗龙赵　 跃
张金萍于启一刘展宏顾兆洋
顾胤浩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专业
邵奕云钱慧莉史良志龚　 悦
高云云殷夏玉陈　 鹏许　 婕
李思培徐沛帆黄　 龙汤媛媛
王　 姗钟绍玻孙晓鹏戴静艳
宋　 巍李　 强欧　 彦孙　 艳
冯　 容韩昊男陈月霜张佳星
朱淑軻蔡　 璐陈笑笑代志力
孙苏焕杨曦明温　 璋张中浩
居　 晶申　 延于婷婷王海龙
任　 妍马　 成王龙英姜殿保
周佳琳黄　 松严倩倩付垠凯

陈俊吕陶稼龙周一凡陈
&

遥
刘成涛马　 尧何新远袁月明
王彦琦谢　 健汤益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王丽珍冯广欢高　 兴占文斌
张成君胡　 洋艾　 鑫郑本武
李成倩罗　 新张广丽董　 创
金江玲姜记怀彭仕琴高明琦
王　 绮陈林林孙冬梅郝嘉成
周华艳彭建勋徐凯豫谭毓江
于慧敏卫军辉张玉婷李俊杰
高赛宇屈　 兴汤胜男毕克飞
周　 倩程义雄赵　 萍任　 云
徐　 敏黄　 鑫陈娇倩陈思文
杜俊杰王继欣平　 雄蒋敏敏
王亚飞范常乐孟亮亮黄华金
李艾丹何佳宇
软件工程专业
姜倩云易　 鹏刘浩浩罗建兴
张丽梅罗路辉周子轩陈　 晨
吴美庆闫治鹏宫　 蕊赵文宇
张忠敏孙　 磊文云丽赵贝贝
王雅蓉王勃博沈　 雪黄豪琛
葛红敏张　 波刘冬媛娄　 宽
赵斌灿邓　 雷褚　 蓉任上海
王严鑫陈佳鑫钱　 苑王　 康
莫可宏唐炜宁董樟裕沈　 楠
王　 猛葛　 龙马凌杰王　 刚
侯勇军倪赛杰王京源吕　 阳
马铸辉陈　 成陈辉云蒋　 宇
吕中剑张　 军卢惺鑫李佳玲
姚礼宗宗炜雯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
专业
陶佳丽丁蓉蓉陈书杰姚　 燕
戴恺运刘康乐史　 禹盛

#

琪
王　 慧朱　 青李　 朋吴青霞
孙　 静曹璐娇徐夏燕胡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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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敏邵文雅张远芳赵　 娜
彭艳红顾　 迪刘小琴张诗烨
周敏敏曹连芝宋寒冰周雨楠
林　 倩王　 惠魏　 颖蔡雅洁
刘　 元陈　 曦宋华茜何　 叶
王　 利李星星仲　 泽陶　 飞
秦郁霏徐　 鹏任路成
网络工程专业
廖子星黄　 玮张新冀胡文越
姚素珍史一婷郭定京军
陈文艳郝　 丹张　 浩陆文宇
任梦秋黄丽蓉左少华杨　 波
金程浩龙敏敏林　 祯赵明竹
邹德臣武碧蓉王世辉杨胜兰
郑立全房晓楠韩亚太张姗艳
尚晓伟朱佳慧吴胜凯吴亚男
高利剑马林云向　 楠刘敏超
王朋飞周　 蓉司云飞耿娇娇
赵　 震赵　 政李　 承王　 彭
王　 华杨　 珉
物联网工程专业
王　 静王　 浩王思遥马理镜
张小凡郭军超刘若楠杨适睿
周晓丹徐鸿智魏玉儒单立诚
李梦雅王一凡杨　 璐张　 伟
刘　 芸叶德禄朱吉慧丁赛锋
李婷婷谢　 科张苏瑶朱　 亮
张玉洁尹烨超金甜甜王　 乐
张贵日陈晓苏刘　 平李　 伟
殷康红夏　 宇张贺丰缪广东
周　 率朱弈霖刘志勇杨桢栋
李方旭王俊皓张书玮沙　 同
冯福军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张立源王路得白晓燕唐　 嫒
李雨桐孙一翔顾丽琴胡叶敏

吴　 昊周　 枫王　 雅崔皎月
吴美珍刘　 康徐　 丹周　 烨
赵远璐马韧斌刘　 欣陈　 薇
彭　 宏吴　 永章红红徐欣凡
张礼霞陈　 强孙爱廷余静娟
苑耕玉陈　 强王　 凡罗时婷
李慧娜韦绍程谈晓成张培培
韩学红石　 浩黄　 鸿陈　 丽
李　 倩范悦心谷兴旺田丝娜
孙　 悦王歆雨吴　 维刘秋燕
岳　 珊魏亚楠潘　 程周　 怡
任双双王怡凡顾智浩吴晓燕
沈佳丽尤启飞孙海豹曾仁杰
吴晓林蒋　 月施昊辰郑凯佳
朱倩倩朱　 莹顾　 莹徐　 义
保欢欢徐丽娜严维娇刘　 超
徐隽倬李　 慧刘　 迪段振荣
周　 谛顾晴晴钱晓雯陆春琦
王陆杰刘瑞东姚　 俊物理学
赵　 丽瞿林云夏建平韩雨涛
潘梦姣许婉婷汪　 凯茹　 静
张园园陆惠淑王　 伟刘程鑫
汤菲菲陈志亚翁学斌郑智伟
江桐桦徐雨佳潘　 磊刘清雅
汪依凡钱海霞陆天翼龚　 航
陈　 萍李东餠王思源孙公泽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张　 宇张铁玲李　 荣黄庭震
董兰兰陈迪薇包　 旗杨洁国
杨一帆金潇潇李竹青谢思斯
贾凯琳卞婷婷陶鑫栋毛国森
廖亚程胡梦迪姬留阳潘　 辰
张明珠韩　 燕李金超庄晓天
王　 丹周绍鹏张圣杰陈　 钟
范栋成
物理学（应用物理技术）专业
王　 璐胡灿灿徐得真徐　 航
张雨婷刘　 啸聂之峰杨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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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超颖蒋婷婷张金浩郑加伟
唐　 磊梁新阳倪苏浩周　 雷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戎　 癑王振邦印旭东叶鹏程
顾玲芳金　 鑫潘特森顾玉林
徐一帆汤尘啸王海波王　 逸
徐悦怡刘朴然李彦桐陈　 哲
吉　 芸钟政鑫张　 旺周逸波
裴　 培姚舒天沈　 潇张翔
朱　 叶邵慧剑曾之阳张海健
吴　 羽洪益群周　 由钱柏丞
姚林兴李天尧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专业
丁　 栋赵　 帅钱云龙麦汉图
马嘉婷李淞泽牛良筱白国楠
王　 琼刘　 糑王　 凡姚立全
格　 桑赵浩宇蒋　 俊王　 ?
韩　 晶蒋凯强范　 望谭健伟
杨　 霞姚仁杰邱　 睿刘沛赏
周建利沈　 磊刘志欣徐　 靖
孔祥坤管宇泉王　 晴朱立鑫
周大军王超群刘　 洋梁　 侨
丁文昊张　 健蒋　 威张　 凯
邹　 卓阮　 潇顾　 晓王少臣
尹亚东王鹏飞何　 清周　 浩
徐　 通童　 荣俞文超顾　 俊
刘佳杰陶思民徐秋实王烨华
曹汉臣李开益蒋俊南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程）专业
刘雅玲冉庆行
阿卜来提·伊米尔阿则陈　 龙
张睛睛袁明洋
阿卜杜萨拉木·麦麦提蔡晓卿
吴　 蓓肖天佐徐　 智曹伟伟
沈　 菲原超宇陈正凯陈大月
王　 悦周子杨胡　 伟石天罡

邓洋洋秦　 桐夏　 威陆可佳
邓　 涛陈思宇庄家继
工程管理专业
侯佩欣张宗康周　 艳高　 猛
魏慧敏葛酉达潘癑琳汤　 锋
李　 好杨嘉皓陈梦柔李宗煜
宋　 荟殷鑫兴王张蓉杨林生
孙　 悦赵劲松史雯洁刘惊涛
胡雨欣徐　 立李一婷施茂林
严建平李　 成房　 昊任亦虎
岳　 晴舒舍予王建和乔瑞祺
赵　 杰朱　 峰陈　 涛沙智能
徐元杰范宸浩张　 腾郦超群
孙　 昊卜凡伟傅金明袁　 炜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杜安睿韩　 烁李俊文周　 琪
化　 学陈　 潇蔡敏娜张　 蕾
唐　 洋张文驰王梦莉李　 萍
张　 晨孙伊琳夏　 萍刘婷婷
马汝亮常丹丹周苗苗胡静娴
邵锦帆陈泉润仇媛媛时梦莹
王　 雷任　 怡许蒙蒙汤　 会
夏　 超刘　 雯苏　 嘉丁亚玲
董益利吉　 玲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
李　 明王　 广高　 瑚杜令印
崔琬晶葛性权贾清东严荐鹏
白　 雪杨　 瑞王君义才松松
田　 飞刘大明刘铭阳黄丽娟
高　 欢丁桂宾郑　 禹范　 越
於亦男张胜洋周　 跃王　 鑫
卢柳丽龙　 飞罗应标周　 敏
郭春兰庄川林苑　 东刘　 杰
陈朝林邓晓雪赵金亮张和贵
陈　 耀张　 帅李　 齐逯　 晨
田玉辉柳　 晔唐　 磊黄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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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曦
应用化学专业
王雅平袁丹丹李成浩杨　 雨
王莉莉赖　 鑫宋　 涛居　 尚
姚俊彤吴梓阳白彦鹏周　 琳
田　 悦王　 迁孙　 康王丽萍
马婉霞王亮亮全　 威王媛媛
仇　 朗黄　 伟孙　 林陈业成
徐　 艳徐　 陈付　 良方振远
李筱芸张前前房　 放宋泽楠
周宏远周庆捷张晓悦王传喜
郭世赣王云伟顾玉明管泽群
李朋朋樊　 坤钱　 峰张宇鹏
于丽学孙全胜魏爱民韩　 可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吴壮芳王海健符春盈王　 泽
姜琼琼江海俊李依玲谢书昭
刘　 阳张　 亮王若楠郭　 臣
王玉珊张　 祥王　 臖陈　 亮
王　 倩李九安程　 芳张一凡
景志红周　 鑫龚中华李　 舵
苑晓艺张伟兵姚转萍张　 飞
崔玉实周　 游张璐雪朱　 超
杜　 涵王　 雍王红莲张　 磊
李月云旦增培杰苏心怡
马　 超赵蔡晴陆佳健蔡丽娜
沈　 杰吴　 滢格桑土登
谢学慧张晓宇
工业工程专业
王杏颐郑　 翎郑　 ?田　 曼
徐丹妮刘　 权吴　 鑫丛钰莹
胡　 敏陶民生赵家雄赵方起
赵崇雪陈　 灯丁章鹏张凤竹
陈　 颖吴佩聪邵海军李导宁
张雅楠贾　 宇陆淑娴刘慧超
胡梦璐谭　 震刘春红应梦煌

白雨济王　 豪吕亚娇王玉森
周沁怡路　 鹏王　 妮于成龙
季彩颖朱　 笛吴秋盈付龙飞
郑万雄张海晶田柏琳何波群
王兰浩相　 模杜　 妤郭佳豪
高泽昊童正成陈李燕杨　 磊
梁　 鑫陈小云
工商管理专业
储佳娜赵荧梅裴　 明陈　 荣
贾　 旭张　 娇邢惠淳刘　 菁
吴慧芬徐蔚然沈鹏群汤　 婷
张　 露王　 欢陶奕航聂肖云
刘英杰朱　 宁于　 博严盈盈
杨佐君沈　 洁陆涵逍华　 颖
管慧娟胡红荣刘茹梦钱丽佳
吴　 娜李　 洁曹　 娟王　 琪
范　 伟叶莹莹刘　 莹陶　 佳
陆　 叶丁　 婷王彬丽华　 涵
孟辰阳张　 衡李姗姗陈　 颖
田国胜翟鸣鸣邵吉雄胡珊珊
李树锋刘昱航杨麒麟谢钰佳
陈世福隋世国张先洪杨万慈
市场营销专业
陈倩霞严晶晶骆　 然潘屹峰
郑婉秋梁赛飞任淑樱谭　 畅
高书雅王婷婷杨如君张南南
邹　 欣张小琳顾　 薇张吉皓
刘　 燕李海艳孙婧怡袁　 博
张　 迪于杨杨李　 敏陆非凡
滕　 藤张　 悦朱　 凌叶　 迎
陈一荻陈　 前薛冬东徐大宁
汪　 健朱雨杭谭　 科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吴云霞周　 时王仲昊徐　 晴
颜若寒裴宇宁雷米娜张　 杰
田　 雯胡　 癑郭梓芳孙祥志
刘梦颖杜　 甜吴翠萍李亭翰
邱琴琴陈天涯黄　 燕刘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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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彬荣潘　 青陈　 娇唐成贵
白娴梅皮沁蕴杨　 花周　 佳
赵　 倩项　 城胡明春贺　 培
赵润润丁　 磊刘　 盼李雪莹
丁　 颖宓凡涛江霞艳熊淑真
宗凌羽罗　 洋姜馨悦张弯弯
张培培海金亮王婷婷刘　 璐
范琼升李青山卞敏辰顾亚男
吴英琳孙　 峰张　 宁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专业
姜心宁李子惠刘梦怡万勇均
熊阿芳李亚男镇颖超尚文强
张媛媛李梓君杨　 娜贾修齐
刘利利高红芳沈　 景张　 璐
程凯璇白玛央金央　 珍
曹佳洁谭晓妮单艾菲次　 白
刘智勇张来泉朱　 艳吴　 震
电子商务专业
陈海銮李　 昕石敏娜吴海容
郑雅芬王啸洁龚　 韵彭　 宁
汪　 娜吴冠珍孙秋云唐烨艳
王　 繸琼洁卓玛王冬冬
顾晨蕾尚转转于晓蕾谢露霜
赵宇星李　 智茆　 吉杨　 帅
陈春霆
物流管理专业
严明明张志书邢　 健易善康
张　 丽胡　 鑫解　 磊章泽宇
李媛圆彭　 程陈　 阳陈　 昌
陈九娟张快乐王　 玉唐启成
李梦婷夏汉夫朱梦义孟　 琦
曹　 莲马明?焦　 洁张　 宇
朱　 倩赵　 伟叶　 惠高巍巍
周　 颖徐　 涛许燕红肖海啸
夏羽淳张君尧郑　 丽彭　 飞
胡　 瑜华　 夏刘　 丹朱弘鸣
谢文华屈宇斐缪　 波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黄潇雯王冬雪谢铭哲朱　 敏
李舒婷王　 琳赵一都朱　 癑
付章欢柳俊霞吴婷婷葛雯雯
孙　 雪石　 映杨茹梦徐文静
郭晓宇顾柳佳张　 妮吴　 ?
姬文玲李睿洁周兆荟孙虎妍
张　 烨朱晓钰史静静陈　 旋
殷梦霞张　 李树蕊过晓颖
严　 帆钟　 欣张　 帆于娇娇
何　 艳冷合龙周　 倍林圣俊
金王莉黄恒宇徐　 倩康景山
丁　 洁叶新桃王　 佳王富森
潘嘉玲陈　 诚徐雪利李　 鸣
解　 璐孙德翔张琦尉吴　 硕
范迎春次仁顿珠郑天博
金融学谢　 倩郑允飞吴旋子
陆　 扬刘　 倩唐世杰季颖洁
侯梦茜于　 洋杭定一柏　 钰
王思琪万晓萍孙义烨孙梦瑜
王志美李　 旋王承?薛　 佳
王靓楠陈　 倩王培源张怡君
卞晓冬靳萧铭李　 维许　 倩
尤欢欢杨　 怡方　 浩邵　 月
赵荣叶王丽旦张苏川陆诗楠
杭坤宇贲　 琳邓凯译陈中秋
王新明吴　 旦杨　 璐孙　 杰
朱怡婧陈　 曦黄旖旎毛凌飞
符晓雯薛烨南黄婉娟袁泳鑫
徐诗颖沙静钰沙　 莎顾志洋
刘方泽蒋　 敏石　 唯黄剑震
孙心怡时志炜张　 敏陈冰健
廖　 璇王　 璐陈　 媛盛耀辉
周程程张　 铭刘亚歆吴新月
唐佳炜杨晓瑞王瑶瑶严梦如
马高峰黄妍超崔　 岩彭　 茜
徐品德王　 杰葛　 凡宗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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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君临黄陈伟江佳琳马丹妮
王　 志浦鹏韬徐晓玉王　 露
李正峰石子豪顾亚妮张一舟
芮知俭袁志峰姚　 蕾毛雯青
戴　 宇严恩鑫陆陶钧黄　 印
朱泓瑾曹　 翔高云飞许　 雯
贺小格陈哲滢黄若洲会计学
胡一楠胡　 坤余　 宁褚晓桐
龙薛果王　 禹宋雨黛林霓君
钱晶晶陈抚群唐尧佳时心怡
周　 颖卞振宇曾　 东胡懿文
邹牧云许胤杰于　 威赵彬彬
赵萌萌吴　 桐夏祯阳张　 溪
王笑笑王　 磊武蕴之何怡澄
张　 敏徐文彦陈　 宦孙灵珊
范梦溪王丹丹赵峥铮王　 月
史　 靓华晓丹管　 慧
吴坚旦增吕碧莹杨彦妮
杨林静潘云骢周佳玲顾　 娜
宗卫琴黄伟岸徐苏林
白玛玉珍陆小雨杨睿璇
丁奕文钱　 淼傅陈伟沈　 程
姚昕昕杨烨琦陈柯羽崔欣迪
张明瑶陈商清范馨匀成雪姣
葛沁云吕　 程韩青秀张晓雪
翟志秡姜彦君吴敏娜夏梓萱
李家敏吴菲儿纪晔丽周　 敏
夏　 旭吴佳悦沈悦人于　 淼
王心怡徐　 禾杨文青丁　 
董佳琪符欣宇匡　 妍段　 政
诸依沁孙铭潞张钐娜潘紫燕
金梦琪杨　 奕石晗癑唐婉苏
李雪彦董靖文杨　 磊陈　 露
姜晶晶陈子雨石　 倩徐　 茵
邹珂菁陈谦益倪　 雪顾　 颖
王梦之石泉路何静叶薄敏
闫潇允钮瑜静金　 晶唐诗韵
谭　 畅钱思颖章冰玉夏　 坤

周湘雨张　 妍端晨阳凌超
张昱晟雷晨曦魏　 岚张　 晗
徐　 晨叶玮雯周　 颖徐晓远
陆扬扬陶嘉慧周　 欢许凯成
陈秋阳王　 颖翟丹丹秦一雄
盛志城郭懿洁黄一凡谢朵朵
马　 尧欧阳梦玉屈楠
武江霞江　 湛韩　 冰惠雨倩
高丽梅高君琳韩　 冬彭徐晨
葛荧楣秦莞尔庞琦烽陆　 舟
尚凌云樊王臖陆　 超张宝丰
陈　 洋徐皙之朱星远魏天成
严丽雯周思言周培伦顾靖晨
姜　 澄翟锦岑虞　 慧倪英豪
诸慧筠王　 
财务管理专业
曹莎莉俞倩倩田激扬金　 秋
周　 蕾叶　 婷汤　 洲于　 佳
丁晓营吴晨曦夏盈池张　 弛
夏开环李佳欣苏　 珉姜　 昀
陈　 茜刘佳文崔梦影孙　 凡
郭　 妮张宇宸代　 梦刘云霞
周梦蕾陈　 政赵子叶石倩倩
葛雯君王　 聪闫瑞瑞王　 宁
吉　 晶陈　 俊赵文丽王文仪
劳雪淼郑子轩苟添姣龚丹丹
杜　 菁陈良宇何　 敏何梦圆
缪晶怡周润东陈　 璇马睿祺
徐恃婷陈晓达葛蓥滢易　 
徐秋娴倪　 超杨晶晶肖开言
邱洁韵资正云张　 铃邹　 冰
陆　 畅施煜新杨钰姣邹一鸣
邢　 凯统计学李　 欢卞慧雯
鲁金苑马静静刘蒙单杨缓缓
汤晨杰周筱筠乔　 宇李　 晶
方　 颖严湘湘陕婷宇钱怡玲
顾君颖白　 卓杜月娇章含臖
王宇杰陆金龙李　 媛韩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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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燕彭　 靓吕　 妍毛　 蕾
马梦琪王培培财政学金　 敏
杜　 乐周艳星杨凯璇张　 琳
陈雨洁许纪菲李　 健杨晓敏
杨南南石原阁高凌宇庞鸿丹
丁晓萍李　 娜鱼家诚吴梦蝶
钱平川周　 耀姜植炫李　 涵
王培文尤梦珂龚莹琰赵天旭
段万静肖小林查文旭保险学
蒋　 婷商　 童师家慧余秋景
朱妍洁王　 慧刘　 月彭仁慧
葛兆君芦　 易刘梦蝶王钰洋
薛佳琪俞春音王癑萌毛诚悦
盛霁瑶冯东颖徐苏苏石思凯
常永丽沈姝婷王蕴屹
能源经济专业
符方丹潘力萌冯　 敏郭伟明
孙玉颖孔维菁钱秋桐冯旦旦
吴　 睿徐　 阳纪　 芯黄泽宇
李正霞张春玲陆春桦王　 允
石　 磊孙素婷赵　 晶王维克
吴俊婕王淑琼郑奇成强嘉怡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张新悦谌润杰陆　 晨秦香雪
史叶婷曹　 雪冯　 影佘梅溪
张　 瑜王　 健葛茜茜周　 洲
沈敏芝顾欣云吴　 敏纪　 璇
严敏歆周　 慧陈家俊薛　 青
董小甜李莎莎曹　 通张玉洁
苏蕴煜卢　 艳王天宇

法学院
法学（国际经济法）专业
陈　 静田彦霞贾婷婷李品雅
万叶宏张文召陈婧琪杜依玲
邵　 元薛晨蕊田俊宝刘丽阳

王　 策韩同莲王少威谢士芬
李佳诺戴颖佳彭世铭盖鹏娇
孟祥凤朱　 琦张雨伦任　 欢
高雪雁王晨成魏岗停裴　 臖
杨诗婷王　 琳江宇峰代　 敏
胡　 翔周　 颖朱泽西彭　 娟
曹荣荣孙梦桃曾淑颖耿　 哲
王施慧袁　 月陈家恒宋志强
薛书丹拉　 珍丁嘉伟陶　 莉
杨寄语张　 彦王骋远
法学（经济法）专业
马　 静沈卫华陈铭汝高子雅
赵乐乐查　 理刘　 钦陈　 柯
项琳涵徐雪敏柳文萍李文博
王冬瑞董维超赵雅楠孙　 想
郭晶晶李佰志汪丽红吴　 吞
张若楠张　 帅卫　 佳王　 伦
王　 雪张丁元郭建琴郭瑛然
姜　 婧张　 淞薛家琪周　 健
顾夏月沈鹏鹏李亚南樊冬华
周婷婷顾　 啸刘　 慧季慧娟
赵　 娴万思远刘雨婷吴　 英
方加银刘丽芳黄　 蓉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马淑君钟芷君王希萌石　 莹
周　 瑾李文文陈英莹沈　 逸
马雨婷邹　 怡卞国琴葛雍静
丁文清陈　 艳刘怀颖浦婧茜
汤洁菲朱清馨王君妍刘晓薇
吴淑婷庞麟欢何巧玲许晶晶
钱畅宇孟彦君杨　 癑凌　 艳
赵颖璐高沁雪张　 敏张苗苗
白　 帆凌霄鹏高静洁李清晖
李明月蔡宇飞毛涵玉沈敏雅
于梦云唐　 悦常慧琳王宇腾
周星熠苏敏娜李　 晨吕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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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钰李　 恬张　 涛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秘）专业
袁佳音姜茗香鲁　 怡魏　 源
汪　 涵丁　 娜黄娇娇仇昌蕾
朱　 茗解冰心殷梦晨冯　 巧
马心怡商陆秋薛晓骏薛飘飘
范星辰施晓晴华政胤侯烨青
韦亚先梁　 辰顾　 楠秦诗郁
张明华张剑飞李婷婷邱　 铭
魏　 柳黄云癑缪陈菊毕　 然
林　 舒卞玉洁周　 琴董祥悦
贾小雨王　 焰张玉姣韩艳楠
涂　 颖吴明丽钟　 珊何清清
徐瑗
对外汉语专业
常晓利周　 欣孙诗弦蔡清玉
吴玉坤戴晨洁李卓隽施天凤
韩　 冰张毓佩李明珠杨　 帆
付小丽周　 鑫张鸣谦吕凌啸
宋文瀚谭　 颖马晓旭柏　 鹏
赵桃桃孙宇哲李　 甜宋立祥
成　 欢程新宇杨晓烨张志勇
杨　 帆龙怀友葛　 蓉王德志
王　 晶王子旗戈少炎许有祥
高乐天吴思雨陈蕴毅王　 丹
张婷婷金王琴许　 悦马　 蕊
佘亚萍

外国语学院
英语专业
高琪睿韩　 聪张媛媛丁　 颖
方　 怡王　 琳卢嘉玮李双兄
张　 洁周益银陈昀怡周志萍
吴向平王晓燕夏　 熠李　 燕
冯晓东陈　 红孙子喻杨　 湄
杨秋艳陈云青顾庆燕邢莉枫
李春柳王　 蓉向红艳董瑞婷

李金政徐文洁张　 进彭　 蕾
喻越铭王淑文孙倩倩李熹韬
张　 衡罗佳链马丽芸沈佳燕
季爱平芮诗婷张沁兰张筱聆
郝钧茹朱春露汤　 瑞曹晓娇
丁月婷张　 文陆　 颖潘舒婷
许玉婷陈　 虹顾雨君华　 悦
刘　 婕周　 敏赵万颖郭占军
邵黎君邱　 韦沈倩兰练剑银
潘晨霞魏楠楠吴　 昱张文缘
姜晓蝶史晨曦程　 圳陶碧颖
朱　 瑶潘　 婷徐雅纶吴豆豆
任珊珊陈　 艳董题铭陈彦君
刘　 鑫沈洁萍张同鑫陈　 忆
杜　 月许　 燕高苗苗黄媛婷
陶海婷戎星月王　 倩王　 敏
吴思怡王　 颖王丹丹魏园园
潘莉丽曹佳伟陆　 蓉朱月圆
苏　 烨虞圆琪牛艺霖倪　 萍
邱　 晨胡　 佳秦　 静殷雪瑶
杜敏洁徐润娥姚　 玲沈　 超
谢文臖张　 特刘飞辰孙　 涛
黄　 蓉顾怡秋梁思煜日　 语
沈盈悦韩　 叶陈　 欢石珉瑜
吴　 伟史佳丽马韩笑刘　 星
范艳芬陈　 薇凌艳洁康　 萍
张蒙蒙周　 朦曹寒莹顾寒秋
邢　 蕴殷　 艳王梦如徐彩霞
郝新蕾张　 瑜郭　 琪蒋　 妍
周杰玉露王丹丹王　 禹
王松芸代诗雨陈　 燕王兴萌
施　 雨李梦婕左　 云张　 敏
季　 伟朴慧玲浦佳燕万廷婷
尹　 笑李伟霞柏赛男杨苗冉
曹海雯丁舒文陈　 成李　 睿
黄　 兰郑明男王志远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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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
杜雅军王　 琦赵金明张春霞
许雅丽王　 铭杨广强平漪清
彭远梅王　 璐沈文斌乔晓波
邢郁川印志红陈尔苏黄　 炫
寇晓宁崔恒娟王金文徐　 超
崔文红郭　 寒李永亮刘江波
江笑楠周　 杰祖汉武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专业
王黎烁张　 吉陈　 婷易芳梅
秦　 糰金佳妮邱　 洁全晗枫
唐祉陈悦琪夏丽娟周振洋
赵鹤群秦霜霜葛晋媛余逸飞
吕　 雪殷晓宇刘姝含束旦平
朱海宁范　 杰赵　 洋唐　 潮
刘曼鹭张铬卿王孝菟高玲玲
薛梦洁杜　 婷谢翩翩周晶晶
叶海凤沈柔廷杨　 璐杨　 艳
吴迎芝丁　 洁美术学张　 歆
胡雅伦邰　 玲张少锋刘??
周倩云韩　 文余建康陈　 洁
宋　 飞朱瑛琦束嘉玮许延晴
范世宁王改革刘芸汉夏梦君
孙　 阳王展超文朝霞徐　 尚
傅安国田雅兰初　 桐宦　 莹
缪晓强程思淇费　 维李清媛
高佳蠫高　 洁周　 萌宋珍珍
鲁桂薛金　 洁张　 璐动　 画
何静静赵佳玲鲍小珍董小赛
徐维佳林小湄王镇

'

潘嘉成
郑　 婕徐　 乐梅森旺谢　 璞
潘　 梅王月洁葛思源赵世恒
徐丽香金　 露刘少飞陈　 聪
王　 曦孙晓曦徐　 辉李　 闯
李淑娟潘　 婷杨　 超谭　 奇
丁俊平黎　 曦郝思琦李　 翔

工业设计专业
韩宁宁朱　 张雯晴子
李　 吉黄　 洁王怀鑫张秀明
侯高伟韩　 雷李　 健纪纤纤
张　 勇陶　 瑛李湘龙朱峰立
王韬翔郑维佳亢照东李　 斌
陈明久周美君陈世龙周　 杭
邵燕萍戴　 悦黄宇峰胡文章
景逸芸芦　 菡王晶晶叶　 建
张　 莉宋佳伟孙　 静贾庆镇
高　 雄孙刘杨陈沁怡王清瑞
高天宇赵元?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王聪聪潘由之邹　 凯刘　 昕
周一新黄秋妍吴崇晶郭　 燕
许珂熔殷　 瑛董　 迪王桂娑
张园媛张　 莹朱文静陈蓝迪
钟凤仙宋远飞王燕铃冯鹤群
熊　 欢谭孝飞孔凡华夏　 静
陈　 雨巴海博杨　 周李亚男
朱婉聪王　 锐张　 涵黄维庆
胡立婷张超然王燕红夷炜超
伍　 勉周　 翔徐　 艳金哲成
杨　 帆唐英杰郭子君许　 睿
刘　 敏马明泽张小云许　 强
毛青丽陈炎凯冯梦霞王福福
颜　 磊李攻玉陶　 佳杨润泽
李鑫由之方俊桦徐天洋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专业
赫俊霞严苗灵杜建华曹荣荣
赵聪玲邵汝曼郭金增徐　 洁
徐亚兵金媛媛李　 峰邢克萌
王刘洋赵旖旎徐烨轲余嘉宝
王　 金任展慧李书鹏李梦茹
陆佳丽王帅帅张　 昭孙东旭
葛　 莹杨　 森周　 骞黄文俊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闫　 忻王　 珏刘文静陈調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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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艺雷　 欣刘舒凡程顺洲
余　 凯舒娜娜夏　 羽谈　 军
韩帛雨王唯怿王晨旭王　 杨
张　 然王淑妮马　 俊徐　 湖
李玉婉俞梦茹彭　 宏汪　 洋
陶园园郭　 闫　 格郭腾腾
顾腊梅蒋君怡赵佳丽张　 璐
卢　 云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专业
俞　 婷彭　 静卢　 洁高书颐
周　 琳朱晓婷左文馨孟　 丹
沈静雅唐子茵徐振霞卞旭慧
邹翊迪李陆云许丽丽龚　 悦
周　 玮张　 培严梦悦任　 月
李思雅何丽娜盛　 况李　 媛
徐慧敏庄丽丽王　 亮杨高洋
章　 文屠苏刘　 剑陆智洋
赵建群张　 苏曹　 猛

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业
沈仲鸣李继新严　 想李　 峰
陈胤希吴静怡缪祺朱宇男
陆　 欢胥方琴杜凌云王景芝
丁鹏程宗慧敏吴　 静高义人
罕萨伊普·吾吉艾合麦提蒋美萍
徐敏东周梓迪姜　 蕾苏　 宇
程思源任　 静周天一顾玉露
周天奇仲媛媛陈　 诚颜莹莹
包正阳王佳莹王亚欣蒋雨臖
刘同泰严瑾瑜王家琪张玲玉
黄晓刚管建婷王慧蓉于正悦
罗周宇顾映吉范　 倩周　 昕
胡志成黄　 简王　 宁
努尔艾力·塞买提孟　 辰
蒋　 乐陆祺中毛夏琼李登祚

徐　 微戚　 磊王金甜杨　 康
邱　 臖徐中振倪晓菲吴　 涛
周逸能孔　 程陆林娟陈俊辉
周　 莉王嘉琦王　 然蒋　 炜
孙圆圆杨开元蒋逸菲刘　 洋
王健霞何宜宸何淑莲殷文皓
周佳俐吴　 凯郭　 婧张?烽
汪　 娟程星皓孙洁凡郑　 磊
袁　 婧浦梦安刘　 新费　 啸
李昊翔许越洲蒋晓雯何雨晨
王心怡胡　 豪孙甜甜马天鹏
张四凌周　 睿陆颖楠凌徐玮
蒋兰兰侯卓然蒋欣宇金　 鑫
张　 艳蒋　 鹏丁　 婕殷杰恺
梅　 琳钱铮新叶　 舒高金凤
朱梦娇张梓桑薛　 晶陆　 真
杨其奇芮　 充姚　 欣王雨潇
谢俊杰姚　 柠何　 阳陈　 诚
邵毅杰汤敏超周　 强袁一凡
刘梦怡周　 洲李成西章　 珩
于　 篧张梓

#

章安伟杨正亮
陈虹羽沈　 谦仓明明柳千帆
夏米西努·艾散谢文宁蒋　 凡
张景运刘文海沈秋霞朱一波
李翠芳徐　 超朱苏君邵　 振
魏晨敏陈　 杰陈梦娇高星宇
林方方霍俊杰景　 鑫张校瑜
顾　 圆戴文章杨　 亦包　 鑫
周倩雯朱嘉迪袁　 闻吴海桢
朱雯娱殷　 骁王嘉龄郑　 莹
郭　 蕾陆　 优曹雅婷杨晓琴
钱　 菲何山川吴靖怡周蕾蕾
王胜菲张　 帆陈倩倩陈丽丽
徐梦娇朱周晗吴佳越朱双虹
郁　 蓉刘　 琦张　 陈戴　 静
张　 敏马　 骁杨荣杰王康馨
刘　 敏张鑫宏张文君丁　 艺
赵琛青张天浩张尧怡黄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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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湘梓谢佩程周天磊鞠文欣
金　 玲梅凯健沈晓峰曹　 萱
盛婉盈朱志伟顾　 健周　 颖
刘　 捷阮杏雅沈　 愁刘　 佳
冯逸帆陆申婷姜俞轩王歆旖
汪达章周玲莉杨修辞丁丹晶
张　 再蒋晶晶梁俊秋姚依慧
周　 强周　 瑛毕士奇张智立
仇星迪陈梅红吴忆晨朱逸秋
孙　 振吕梦佳李哲鹏张宸玮
黄宇峰丁　 雨汤　 铖蒋　 亮
曾志涛缪　 琪陈威含曹苏成
陈昱龙王宁新王美华张晓宇
黄　 昊顾丽雯王邦兰潘　 杰
仲程豪郭　 远胡　 艳莫　 辉
杨焱邦周　 颖韩　 楠蒋志鸿
昌久旺周　 月潘　 文张　 健
邵　 毅许玲玉毛晓英孙　 勇
苏永波承梦珂徐春晖徐亚萍
徐　 煜黄晓艳杨韩清俞丹艳
姜袁越施　 雯戴煜亚杨逸倩
孙　 清陈　 露范　 立陆效笑
蒋　 春魏　 虹张诗巍张　 篧
闵　 婕冉　 雪张　 晨陈盈维
朱　 晨徐晶晶薛符凯汪志翔
王　 艳许滢滢吴江枫王　 骞
姬腾飞钱雪慧王　 飞陆　 浩
葛　 恒包梦俊解超超何　 翔
徐宇铖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专业
徐晨洁王云飞龚圣权王方萍
范诗琪张敏超胡孝飞王　 健
张凯伦凌佳斌唐静娟徐尚琴
金晓丹许　 晨钱　 叶沈　 逸
顾　 珏俞宏杰陈丹华蔡　 峰
叶　 婷丁晓亮许佳林潘小冬
阮佳怡李　 冰罗艳红陆哲超
朱　 癑李乃金田　 洁陈明明

陆　 琰堵隆迪王　 繤朱　 越
陈元元王　 冰邱倩文陆晓磊
沈晓婷康　 宁孙晓亦沙明星
宋迎雪金凯祥唐　 青戴　 晨
朱　 静郭　 鹏钱盈利吴青宇
夏美娟顾晨枫金红艳陆临风
李　 晴邵永进俞　 瑜顾晓青
医学影像学专业
张宁宁张　 慧谢　 杰魏思亭
石祚琴张　 茜胡　 泽陈家炜
倪淑瑜周菊芸梅　 健蔡玉姣
朱梦颖褚金鑫沈文斌耿迎亚
孙　 妙吕　 宁王　 锴薛宏伟
王梦茹李　 灿周　 洋张蒙蒙
陆　 丽张婧娴夏恺裔举华
卞思佳陈嘉瑶季炜栋王　 鸣
程　 磊王　 鼎陈懂燕何琪瑶
苏　 优黄天安李林娟郑月萍
陈　 进吴沂芮茆　 莉倪　 璐
陈志伟朱靖刚吕　 珊谢立峰
张　 政沈志超于娜娜金　 珉
华玲丽陈艺元
医学检验专业
黄　 贺高　 燕丁晓丽高　 欣
鲁京欣葛　 藤闫伦静叶霞艳
王　 丽曹　 红倪　 颖丁莹莹
查利晨陈蒙晔成　 娜王　 琳
魏萍萍卢　 叶黄　 楠李　 杨
程莉莉夏　 歆朱一帆何　 琳
陈晓丹周星文庄丽稞陈红霞
吴晓文沈　 姣
阿依加玛丽·艾则孜屠一帆
韩　 笑赵越薇袁国宪毛雪倩
金安琪胡　 佩孙振超张　 奕
郑滨扬周　 佳钱正韬张春宇
汤怡颖黄　 颖陈凯伦吴梅香
郑康岳殷唯佳曹高超张炜炜
陈生源卞晓波吴鹏程周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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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炎毛善慈吴燕婷贾宇韬
杨　 涛马庆霞曹　 莹蔡慧慧
许康睿李　 欣
古再丽努尔·麦麦提图尔逊
耿　 璐张存玲时蕴琦宋　 扬
蒋如煜刘冰雪严洁婷王晨晨
王静瑜魏　 荧胡　 曼徐　 晗
郭　 媛符　 蓉解　 颖高　 林
朱　 莹陆　 铭郑佳欣李欣霖
董　 元洪加滨陈颖婷李冰洁
孟玲宁杨文明史雨晨张桂红
李　 倩陈　 磊石映红王　 琦
臧雪燕吉远辉冯晓琳周居燕
吉婷婷狄旭峰沈佳燕蒋　 燕
陆新杨伊宁吴　 莉护理学
华怡欢徐子群唐巧云颜龙梅
张　 虹盛上上曹笑嫘郜阳阳
陈　 雯徐雯倩华玉翠张　 慧
陈　 丽何　 阳范雪珂陈　 晨
周　 佼芮丽玲钱佳丽
张恩蔡月陈　 娇芮　 旭
蔡冬青曹雅萍周伶俐桑秀平
戎婷婷杜　 萌倪佳娴孔莲茱
王君霞朱小芳周　 彤赵有婷
刘亮亮温　 馨史昭蕾苏　 悦
庄　 晶陈雅静陆　 慧
卫生检验专业
陈一菱刘　 叶徐　 捡赵应蒙
汪家丽王梦瑶王　 勇翁晓颖
徐　 淼沈凯香邱　 晨徐　 梦
嵇心怡何　 婷王　 良秦　 祥
王敏佳陈苏卉金伟松顾笑笑
陈　 婕

药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曹燕燕汪芳良庞　 杰朱奇英
焦心怡梁智全韩　 丹杨　 毅

杨淑芳朱孟楠张　 倩蒋　 茂
刘　 颖苏　 静孙　 颖陆万旭
冯　 瑞刘又精徐莉莉王　 进
申苗苗海洋帆丹增曲吉
龚婷婷李春春唐　 宇王延伟
唐佩珊贲琳琳嵇梦晨陈　 冬
路　 璐李　 倩索朗多吉
邓汉朗洪　 庆郭红艳李季平
黄谋林陶育廷郭　 倩曾　 莎
张　 赛王　 鹏陈　 丹覃洁美
龚扬华陈格兵张亚清药　 学
黄瑶琳张莉聃朱宇涵郑　 链
郭　 晖金　 娟黄佑琴王　 婷
叶欢颖黄　 璐刘　 钰张登虹
杜坤宇白云飞丁明睿刘　 伟
屈茗兰于一凡周静轩管尉廷
谢　 倩郑　 凯叶丽文刘英坤
王　 硕张锡晨赵楠烂徐文佳
张　 燕赵静静朱　 洁郭广旗
徐　 贺高茹梦卢　 艺刘　 宇
赵　 力张佩珊傅俊涛姜思宇
马景玲冯　 蕾韦德群
药物制剂专业
廖伟奇房强强陈　 洁陈宝雯
孙亚男王　 星王玉祝董婉睿
魏宛然王云泽许曼翎杨倩文
李志立兰　 毅卫程华刘若彤
邵亚兰李志鹞邵　 月顾璐芸
韦秋雨徐　 超许　 雯陈艳容
耿美艳纪　 洋程　 斌姜　 杰
邓　 雯甄丽君唐晓冲杨　 龙
梁倩滢陈嘉欣赵思旭
阿不来提·吾买尔付州娅
胡娟娟李子豪谢育娇秦　 悦
卫楠楠张海生张玉凤
祖拜旦·库鲁万江雷　 晶
张雅楠王苗苗吴静怡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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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本科毕（结）业生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１２０１ ３１ ３０ １ ５ ２６ ８３ ８７％

测控１２０２ ２９ ２７ ２ ３ ２６ ８９ ６６％

光信息１２０１ ３１ ２７ ４ ５ ２６ ８３ ８７％

光信息１２０２ ３０ ２７ ３ ４ ２６ ８６ ６７％

机电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５ ２ ７ ２０ ７４ ０７％

机电１２０２ ２７ ２５ ２ ５ ２２ ８１ ４８％

机械（模具）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机械（模具）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４ １ ３ ２２ ８８ ００％

机械（卓越）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机械（卓越）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机械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２ ２４ ９２ ３１％

机械１２０２ ２７ ２１ ６ ６ ２１ ７７ ７８％

机械１２０３ ３２ ２９ ３ ３ ２９ ９０ ６３％

机械１２０４ ２８ ２６ ２ ２ ２６ ９２ ８６％

汇总 ３８９ ３６３ ２６ ４５ ３４４ ８８ ４３％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农机１２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７ ２６ ７８ ７９％

汇总 ３３ ３２ １ ７ ２６ ７８ ７９％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车辆（卓越）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车辆（卓越）１２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车辆１２０１ ３７ ３５ ２ ３ ３４ ９１ ８９％

车辆１２０２ ３９ ３７ ２ ３ ３６ ９２ ３１％

车辆１２０３ ３０ ２８ ２ ３ ２７ ９０ ００％

车辆１２０４ ２５ ２４ １ １ ２４ ９６ ００％

车辆１２０５ ２９ ２７ ２ ２ ２７ ９３ １０％

车辆１２０６ ３２ ３１ １ １ ３１ ９６ ８８％

动力（机械）１２０１ ２２ ２１ １ ２ ２０ ９０ ９１％

动力（机械）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１ ２３ ９５ ８３％

动力（机械）１２０３ ２７ ２５ ２ ２ ２５ ９２ ５９％

交通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４ ２ ６ ２０ ７６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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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汽车与交通
工程学院

交通１２０２ ２３ ２２ １ ２ ２１ ９１ ３０％

运输（物流）１２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２ ２７ ９３ １０％

运输（物流）１２０２ ３０ ２９ １ ４ ２６ ８６ ６７％

汇总 ４２３ ４０６ １７ ３２ ３９１ ９２ ４３％

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

动力（节能减排）１２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１ ３０ ９６ ７７％

动力（节能减排）１２０２ ３１ ３０ １ ２ ２９ ９３ ５５％

动力（流体）１２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动力（流体）１２０２ ３６ ３６ ０ １ ３５ ９７ ２２％

动力（热能）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３ ２３ ８８ ４６％

动力（热能）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１ ２３ ９５ ８３％

建筑环境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１ ２２ ９５ ６５％

建筑环境１２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１ ２２ ９５ ６５％

流体（卓越）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流体（卓越）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新能源１２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 ５５％

新能源１２０２ ２８ ２７ １ ２ ２６ ９２ ８６％

汇总 ３３１ ３２８ ３ １３ ３１８ ９６ ０７％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成型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２ ２４ ９２ ３１％

成型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３ １ ２ ２２ ９１ ６７％

复合材料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３ ２１ ８７ ５０％

复合材料１２０２ ２１ １８ ３ ４ １７ ８０ ９５％

高分子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１ ２２ ９５ ６５％

高分子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１ １ １ ２１ ９５ ４５％

金属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２ １ ５ １８ ７８ ２６％

金属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２ ３ ４ ２１ ８４ ００％

无机（光电材料）１２０１ １７ １７ ０ ２ １５ ８８ ２４％

无机（光电材料）１２０２ ２０ １８ ２ ５ １５ ７５ ００％

无机１２０１ １９ １９ ０ １ １８ ９４ ７４％

无机１２０２ ２１ ２０ １ ２ １９ ９０ ４８％

冶金１２０１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冶金１２０２ ２１ １８ ３ ８ １３ ６１ ９０％

汇总 ３０６ ２９１ １５ ４０ ２６６ ８６ ９３％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电气（卓越）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电气（卓越）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电气１２０１ ３８ ３８ ０ １ ３７ ９７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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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电气１２０２ ３４ ３２ ２ ３ ３１ ９１ １８％

电信工程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４ １ １ ２４ ９６ ００％

电信工程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４ ２ ２ ２４ ９２ ３１％

电信科技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２ ２ ５ １９ ７９ １７％

电信科技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４ １ １ ２４ ９６ ００％

农业电气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６ ２ ２ ２６ ９２ ８６％

生物医学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１ ５ ５ ２１ ８０ ７７％

自动化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自动化１２０２ ２８ ２６ ２ ２ ２６ ９２ ８６％

自动化１２０３ ２４ ２３ １ １ ２３ ９５ ８３％

汇总 ３５１ ３３２ １９ ２４ ３２７ ９３ １６％

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１２０１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 ００％

生物技术１２０１ ２１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９５ ２４％

食品（食品机械）１２０１ ２１ １９ ２ ３ １８ ８５ ７１％

食品１２０１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食品质安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食品质安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汇总 １４１ １３８ ３ ４ １３７ ９７ １６％

环境与安全
工程学院

安工１２０１ ２２ ２１ １ １ ２１ ９５ ４５％

安工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１ １ ４ １８ ８１ ８２％

环保设备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环境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３ ２ ６ １９ ７６ ００％

环境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３ １ ３ ２１ ８７ ５０％

汇总 １１９ １１３ ６ １５ １０４ ８７ ３９％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５ ２ ４ ２３ ８５ １９％

计算机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３ ３ ４ ２２ ８４ ６２％

软件（嵌入式）１２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１００ ００％

软件（嵌入式）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软件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２ ２６ ９２ ８６％

软件１２０２ ２８ ２４ ４ ５ ２３ ８２ １４％

通信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３ ２５ ８９ ２９％

通信１２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３ ２４ ８８ ８９％

网络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１ ３ ４ ２０ ８３ ３３％

网络１２０２ ２２ １８ ４ ５ １７ ７７ ２７％

物联网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３ １ ３ ２１ ８７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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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信息安全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信息安全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２ ２ ３ ２１ ８７ ５０％

汇总 ３４６ ３２５ ２１ ３６ ３１０ ８９ ６０％

理学院

数学（国际课程班）１２０１ ３３ ３１ ２ ２ ３１ ９３ ９４％

数学（师）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数学（师）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数学１２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物理（师）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物理（应用物理）１２０１ １７ １７ ０ ０ １７ １００ ００％

信计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５ ２ ３ ２４ ８８ ８９％

汇总 １８７ １８２ ５ ７ １８０ ９６ ２６％

土木工程与
力学学院

工程管理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１ ２ ２ ２１ ９１ ３０％

工程管理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１ ２１ ９５ ４５％

土木（建筑）１２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１ ２９ ９６ ６７％

土木（建筑）１２０２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 ５５％

土木（土建）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２ ２５ ９２ ５９％

汇总 １３１ １１７ １４ １１３ ８６ ２６％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３ ２ ４ ２１ ８４ ００％

化工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１ ３ ５ １９ ７９ １７％

化学（师）１２０１ ２９ ２６ ３ ３ ２６ ８９ ６６％

应化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３ ２０ ８６ ９６％

应化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４ １ ２ ２３ ９２ ００％

汇总 １２６ １１７ ９ １７ １０９ ８６ ５１％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工商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２ ２５ ９２ ５９％

工商１２０２ ３０ ３０ ０ ２ ２８ ９３ ３３％

工业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６ ２ ３ ２５ ８９ ２９％

工业１２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 ３０％

公共（医保）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人力资源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６ ２ ３ ２５ ８９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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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１２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物流１２０１ ２２ ２１ １ １ ２１ ９５ ４５％

物流１２０２ ２１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９５ ２４％

信息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５ １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信息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５ １ ４ ２２ ８４ ６２％

营销１２０１ ３８ ３６ ２ ３ ３５ ９２ １１％

汇总 ３５２ ３４１ １１ ２１ ３３１ ９４ ０３％

财经学院

保险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２ ２３ ９２ ００％

财务１２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 ９７％

财务１２０２ ３５ ３４ １ ２ ３３ ９４ ２９％

财政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国贸１２０１ ３１ ２９ ２ ２ ２９ ９３ ５５％

国贸１２０２ ２９ ２８ １ １ ２８ ９６ ５５％

会计１２０１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会计１２０２ ３２ ３１ １ １ ３１ ９６ ８８％

会计１２０３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会计１２０４ ３１ ３０ １ １ ３０ ９６ ７７％

会计１２０５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会计１２０６ ３１ ３１ ０ ０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金融１２０１ ２９ ２９ ０ １ ２８ ９６ ５５％

金融１２０２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金融１２０３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金融１２０４ ２８ ２６ ２ ２ ２６ ９２ ８６％

能源经济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统计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汇总 ５３１ ５２２ ９ １３ ５１８ ９７ ５５％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师）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汇总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外国语学院
日语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 ３０％

日语１２０２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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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１２０１ ３４ ３４ ０ ０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英语（师）１２０２ ３５ ３４ １ ２ ３３ ９４ ２９％

英语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英语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１ ２４ ９６ ００％

汇总 １７４ １７３ １ ４ １７０ ９７ ７０％

艺术学院

动画１２０１ ３２ ３１ １ １ ３１ ９６ ８８％

工设（艺术）１２０１ ２０ １９ １ １ １９ ９５ ００％

工设（艺术）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工设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美术（师）１２０１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 ００％

美术（师）１２０２ １９ １９ ０ ０ １９ １００ ００％

艺设（环境）１２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１ ２９ ９６ ６７％

艺设（环境）１２０２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艺设（媒体）１２０１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艺设（装饰）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艺术（平面）１２０１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１８ １００ ００％

艺术（平面）１２０２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汇总 ２９５ ２９２ ３ ３ ２９２ ９８ ９８％

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师）１２０１ ３５ ３５ ０ １ ３４ ９７ １４％

汇总 ３５ ３５ ０ １ ３４ ９７ １４％

药学院

药物制剂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３ ２ ４ ２１ ８４ ００％

药物制剂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药学１２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１ ２０ ９５ ２４％

药学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０ ２ ２ ２０ ９０ ９１％

制药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３ １ ４ ２０ ８３ ３３％

制药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５ １ ２ ２４ ９２ ３１％

汇总 １４４ １３８ ６ １３ １３１ ９０ ９７％

文法学院
对外汉语１２０１ ２２ ２１ １ １ ２１ ９５ ４５％

对外汉语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０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法学（国经法）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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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文法学院

法学（国经法）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３ １ ２ ２２ ９１ ６７％

法学（经济法）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法学（经济法）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２ ３ ３ ２２ ８８ ００％

汉语（师）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汉语（师）１２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汉语（文秘）１２０１ ２２ ２２ ０ ０ ２２ １００ ００％

汉语（文秘）１２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汇总 ２４３ ２３８ ５ ６ ２３７ ９７ ５３％

医学院

护理１２０１ ２１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９５ ２４％

护理１２０２ ２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检验１１０１ ３０ ２８ ２ ２ ２８ ９３ ３３％

检验１１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检验１１０３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检验１１０４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卫生检验１２０１ ２１ ２１ ０ ０ ２１ １００ ００％

医学（全科）１１０１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医学（全科）１１０２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医学（全科）１１０３ ２３ ２３ ０ ０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医学（全科）１１０４ ３３ ３３ ０ ０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医学（全科）１１０５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医学１１０１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医学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医学１１０３ ３２ ３０ ２ ２ ３０ ９３ ７５％

医学１１０４ ３４ ３３ １ １ ３３ ９７ ０６％

医学１１０５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医学１１０６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医学１１０７ ３０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医学１１０８ ２９ ２８ １ １ ２８ ９６ ５５％

影像１１０１ ２７ ２７ ０ ０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影像１１０２ ２８ ２８ ０ ０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汇总 ６０４ ５９７ ７ ７ ５９７ ９８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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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院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位
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校本部合计 合计 ５ ２８８ ５ １１８ １７０ ３１５ ４ ９７３ ９４ ０４％

无锡机电学院

机制１１２４１ ２７ ２７ ０ １ ２６ ９６ ３０％

机制１１２４２ ２８ ２８ ０ ３ ２５ ８９ ２９％

物联网３１２４１ ２９ ２９ ０ ０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物联网３１２４２ ２２ ２２ ０ １ ２１ ９５ ４５％

汇总 １０６ １０６ ０ ５ １０１ ９５ ２８％

宿迁学院

１２电子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２计本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２软件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０％

汇总 ３ ３ ０ １ ２ ６６ ６７％

合计（含
无锡、宿迁） ５ ３９７ ５ ２２７ １７０ ３２１ ５ ０７６ ９４ ０５％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截至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合计 ９６ ５０％
（５２３４ ／ ５４２４）

６９ ５４％
（３７７２ ／ ５４２４）

５ ５５％
（３０１ ／ ５４２４）

２１ ４０％
（１１６１ ／ ５４２４）

机
械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７４％
（３８９ ／ ３９０）

７３ ０８％
（２８５ ／ ３９０）

２ ５６％
（１０ ／ ３９０）

２４ １０％
（９４ ／ ３９０）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 １００ ００％
（６２ ／ ６２）

６４ ５２％
（４０ ／ ６２）

１ ６１％
（１ ／ ６２）

３３ ８７％
（２１ ／ ６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９９ ３８％
（１６０ ／ １６１）

７２ ６７％
（１１７ ／ １６１）

２ ４８％
（４ ／ １６１）

２４ ２２％
（３９ ／ １６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模具）

１００ ００％
（５３ ／ ５３）

６９ ８１％
（３７ ／ ５３）

０ ００％
（０ ／ ５３）

３０ １９％
（１６ ／ ５３）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４ ／ ５４）

８１ ４８％
（４４ ／ ５４）

５ ５６％
（３ ／ ５４）

１２ ９６％
（７ ／ ５４）

测控技术与仪器 １００ ００％
（６０ ／ ６０）

７８ ３３％
（４７ ／ ６０）

３ ３３％
（２ ／ ６０）

１８ ３３％
（１１ ／ ６０）

农业
装备
工程
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１００ ００％
（３３ ／ ３３）

５１ ５２％
（１７ ／ ３３）

２１ ２１％
（７ ／ ３３）

２７ ２７％
（９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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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汽
车
与
交
通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５７％
（４１５ ／ ４２１）

７１ ５０％
（３０１ ／ ４２１）

０ ２４％
（１ ／ ４２１）

２６ ８４％
（１１３ ／ ４２１）

车辆工程 ９８ ３４％
（２３７ ／ ２４１）

６７ ２２％
（１６２ ／ ２４１）

０ ４１％
（１ ／ ２４１）

３０ ７１％
（７４ ／ ２４１）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
械）

１００ ００％
（７３ ／ ７３）

７５ ３４％
（５５ ／ ７３）

０ ００％
（０ ／ ７３）

２４ ６６％
（１８ ／ ７３）

交通运输（汽车运用与物
流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９ ／ ５９）

８４ ７５％
（５０ ／ ５９）

０ ００％
（０ ／ ５９）

１５ ２５％
（９ ／ ５９）

交通工程 ９５ ８３％
（４６ ／ ４８）

７０ ８３％
（３４ ／ ４８）

０ ００％
（０ ／ ４８）

２５ ００％
（１２ ／ ４８）

能
源
与
动
力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１０％
（３２９ ／ ３３２）

６６ ５７％
（２２１ ／ ３３２）

２ ４１％
（８ ／ ３３２）

３０ １２％
（１００ ／ ３３２）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
能）

１００ ００％
（５０ ／ ５０）

８０ ００％
（４０ ／ ５０）

６ ００％
（３ ／ ５０）

１４ ００％
（７ ／ ５０）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
械）

１００ ００％
（１１６ ／ １１６）

５３ ４５％
（６２ ／ １１６）

０ ８６％
（１ ／ １１６）

４５ ６９％
（５３ ／ １１６）

热能与动力工程（工程热
物理与节能减排技术）

９８ ４１％
（６２ ／ ６３）

７４ ６０％
（４７ ／ ６３）

３ １７％
（２ ／ ６３）

２０ ６３％
（１３ ／ ６３）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９６ ４９％
（５５ ／ ５７）

６６ ６７％
（３８ ／ ５７）

０ ００％
（０ ／ ５７）

２９ ８２％
（１７ ／ ５７）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６ ／ ４６）

７３ ９１％
（３４ ／ ４６）

４ ３５％
（２ ／ ４６）

２１ ７４％
（１０ ／ ４６）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冶金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１ ／ ４１）

５８ ５４％
（２４ ／ ４１）

１２ ２０％
（５ ／ ４１）

２９ ２７％
（１２ ／ ４１）

金属材料工程 ９７ ９２％
（４７ ／ ４８）

６８ ７５％
（３３ ／ ４８）

４ １７％
（２ ／ ４８）

２５ ００％
（１２ ／ ４８）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０ ／ ４０）

７５ ００％
（３０ ／ ４０）

７ ５０％
（３ ／ ４０）

１７ ５０％
（７ ／ ４０）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光
电材料与器件）

９４ ５９％
（３５ ／ ３７）

７２ ９７％
（２７ ／ ３７）

１３ ５１％
（５ ／ ３７）

８ １１％
（３ ／ ３７）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５ ／ ４５）

５１ １１％
（２３ ／ ４５）

８ ８９％
（４ ／ ４５）

４０ ００％
（１８ ／ ４５）

复合材料与工程 ９７ ７８％
（４４ ／ ４５）

７１ １１％
（３２ ／ ４５）

８ ８９％
（４ ／ ４５）

１７ ７８％
（８ ／ ４５）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０ ／ ５０）

４６ ００％
（２３ ／ ５０）

６ ００％
（３ ／ ５０）

４８ ００％
（２４ ／ ５０）

电气
信息
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４３％
（３４８ ／ ３５０）

７３ １４％
（２５６ ／ ３５０）

０ ００％
（０ ／ ３５０）

２６ ２９％
（９２ ／ ３５０）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１００ ００％
（５０ ／ ５０）

９２ ００％
（４６ ／ ５０）

０ ００％
（０ ／ ５０）

８ ００％
（４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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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电气
信息
工程
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９９ １７％
（１１９ ／ １２０）

６９ １７％
（８３ ／ １２０）

０ ００％
（０ ／ １２０）

３０ ００％
（３６ ／ １２０）

自动化 ９８ ６８％
（７５ ／ ７６）

６５ ７９％
（５０ ／ ７６）

０ ００％
（０ ／ ７６）

３２ ８９％
（２５ ／ ７６）

电子信息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０ ／ ５０）

７４ ００％
（３７ ／ ５０）

０ ００％
（０ ／ ５０）

２６ ００％
（１３ ／ ５０）

生物医学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２６ ／ ２６）

８０ ７７％
（２１ ／ ２６）

０ ００％
（０ ／ ２６）

１９ ２３％
（５ ／ ２６）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００ ００％
（２８ ／ ２８）

６７ ８６％
（１９ ／ ２８）

０ ００％
（０ ／ ２８）

３２ １４％
（９ ／ ２８）

食品
与生
物工
程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２９％
（１４０ ／ １４１）

５８ １６％
（８２ ／ １４１）

８ ５１％
（１２ ／ １４１）

３２ ６２％
（４６ ／ １４１）

生物技术 １００ ００％
（２１ ／ ２１）

４２ ８６％
（９ ／ ２１）

０ ００％
（０ ／ ２１）

５７ １４％
（１２ ／ ２１）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３２ ／ ３２）

６２ ５０％
（２０ ／ ３２）

６ ２５％
（２ ／ ３２）

３１ ２５％
（１０ ／ ３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机
械及其自动化）

１００ ００％
（２１ ／ ２１）

６６ ６７％
（１４ ／ ２１）

１４ ２９％
（３ ／ ２１）

１９ ０５％
（４ ／ ２１）

食品质量与安全 ９７ ９６％
（４８ ／ ４９）

５３ ０６％
（２６ ／ ４９）

１４ ２９％
（７ ／ ４９）

３０ ６１％
（１５ ／ ４９）

生物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８ ／ １８）

７２ ２２％
（１３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２７ ７８％
（５ ／ １８）

环
境
与
安
全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１６％
（１１８ ／ １１９）

６８ ９１％
（８２ ／ １１９）

１４ ２９％
（１７ ／ １１９）

１５ ９７％
（１９ ／ １１９）

环保设备工程 ９６ １５％
（２５ ／ ２６）

６９ ２３％
（１８ ／ ２６）

１１ ５４％
（３ ／ ２６）

１５ ３８％
（４ ／ ２６）

环境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９ ／ ４９）

５９ １８％
（２９ ／ ４９）

１８ ３７％
（９ ／ ４９）

２２ ４５％
（１１ ／ ４９）

安全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４ ／ ４４）

７９ ５５％
（３５ ／ ４４）

１１ ３６％
（５ ／ ４４）

９ ０９％
（４ ／ ４４）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通
信
工
程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７ １２％
（３３７ ／ ３４７）

７０ ０３％
（２４３ ／ ３４７）

７ ４９％
（２６ ／ ３４７）

１９ ６０％
（６８ ／ ３４７）

信息安全 ９７ ８７％
（４６ ／ ４７）

５３ １９％
（２５ ／ ４７）

１０ ６４％
（５ ／ ４７）

３４ ０４％
（１６ ／ ４７）

通信工程 ９６ ３６％
（５３ ／ ５５）

８１ ８２％
（４５ ／ ５５）

５ ４５％
（３ ／ ５５）

９ ０９％
（５ ／ ５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９６ ２３％
（５１ ／ ５３）

７７ ３６％
（４１ ／ ５３）

７ ５５％
（４ ／ ５３）

１１ ３２％
（６ ／ ５３）

物联网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６ ／ ４６）

６９ ５７％
（３２ ／ ４６）

１０ ８７％
（５ ／ ４６）

１９ ５７％
（９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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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计算
机科
学与
通信
工程
学院

软件工程 ９６ ４３％
（５４ ／ ５６）

６６ ０７％
（３７ ／ ５６）

７ １４％
（４ ／ ５６）

２３ ２１％
（１３ ／ ５６）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
才培养）

１００ ００％
（４３ ／ ４３）

６９ ７７％
（３０ ／ ４３）

２ ３３％
（１ ／ ４３）

２７ ９１％
（１２ ／ ４３）

网络工程 ９３ ６２％
（４４ ／ ４７）

７０ ２１％
（３３ ／ ４７）

８ ５１％
（４ ／ ４７）

１４ ８９％
（７ ／ ４７）

理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１ ４６％
（１８２ ／ １９９）

４８ ２４％
（９６ ／ １９９）

１６ ０８％
（３２ ／ １９９）

２７ １４％
（５４ ／ １９９）

数学与应用数学 ９１ ６７％
（１１０ ／ １２０）

５２ ５０％
（６３ ／ １２０）

１６ ６７％
（２０ ／ １２０）

２２ ５０％
（２７ ／ １２０）

信息与计算科学 ８７ １０％
（２７ ／ ３１）

４１ ９４％
（１３ ／ ３１）

２５ ８１％
（８ ／ ３１）

１９ ３５％
（６ ／ ３１）

物理学 １００ ００％
（３０ ／ ３０）

５６ ６７％
（１７ ／ ３０）

３ ３３％
（１ ／ ３０）

４０ ００％
（１２ ／ ３０）

物理学（应用物理技术） ８３ ３３％
（１５ ／ １８）

１６ ６７％
（３ ／ １８）

１６ ６７％
（３ ／ １８）

５０ ００％
（９ ／ １８）

土
木
工
程
与
力
学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４ ６２％
（１２３ ／ １３０）

７３ ８５％
（９６ ／ １３０）

５ ３８％
（７ ／ １３０）

１５ ３８％
（２０ ／ １３０）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９４ ９２％
（５６ ／ ５９）

６７ ８０％
（４０ ／ ５９）

５ ０８％
（３ ／ ５９）

２２ ０３％
（１３ ／ ５９）

土木工程（交通土建工
程）

９２ ５９％
（２５ ／ ２７）

７４ ０７％
（２０ ／ ２７）

０ ００％
（０ ／ ２７）

１８ ５２％
（５ ／ ２７）

工程管理 ９５ ４５％
（４２ ／ ４４）

８１ ８２％
（３６ ／ ４４）

９ ０９％
（４ ／ ４４）

４ ５５％
（２ ／ ４４）

化
学
化
工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２１％
（１２５ ／ １２６）

６０ ３２％
（７６ ／ １２６）

０ ７９％
（１ ／ １２６）

３８ １０％
（４８ ／ １２６）

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２９ ／ ２９）

５８ ６２％
（１７ ／ ２９）

３ ４５％
（１ ／ ２９）

３７ ９３％
（１１ ／ ２９）

应用化学 ９７ ９２％
（４７ ／ ４８）

５４ １７％
（２６ ／ ４８）

０ ００％
（０ ／ ４８）

４３ ７５％
（２１ ／ ４８）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１００ ００％
（４９ ／ ４９）

６７ ３５％
（３３ ／ ４９）

０ ００％
（０ ／ ４９）

３２ ６５％
（１６ ／ ４９）

管
理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０１％
（３４５ ／ ３５２）

８２ ６７％
（２９１ ／ ３５２）

２ ８４％
（１０ ／ ３５２）

１２ ５０％
（４４ ／ ３５２）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９６ １５％
（５０ ／ ５２）

８６ ５４％
（４５ ／ ５２）

０ ００％
（０ ／ ５２）

９ ６２％
（５ ／ ５２）

工业工程 ９８ １８％
（５４ ／ ５５）

８７ ２７％
（４８ ／ ５５）

１ ８２％
（１ ／ ５５）

９ ０９％
（５ ／ ５５）

工商管理 ９８ ２５％
（５６ ／ ５７）

７３ ６８％
（４２ ／ ５７）

７ ０２％
（４ ／ ５７）

１７ ５４％
（１０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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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管
理
学
院

市场营销 １００ ００％
（３８ ／ ３８）

９２ １１％
（３５ ／ ３８）

０ ００％
（０ ／ ３８）

７ ８９％
（３ ／ ３８）

人力资源管理 ９８ １８％
（５４ ／ ５５）

８０ ００％
（４４ ／ ５５）

３ ６４％
（２ ／ ５５）

１４ ５５％
（８ ／ ５５）

电子商务 ９５ ８３％
（２３ ／ ２４）

９５ ８３％
（２３ ／ ２４）

０ ００％
（０ ／ ２４）

０ ００％
（０ ／ ２４）

物流管理 ９７ ６７％
（４２ ／ ４３）

７９ ０７％
（３４ ／ ４３）

６ ９８％
（３ ／ ４３）

１１ ６３％
（５ ／ ４３）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
险）

１００ ００％
（２８ ／ ２８）

７１ ４３％
（２０ ／ ２８）

０ ００％
（０ ／ ２８）

２８ ５７％
（８ ／ ２８）

财
经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５ ６８％
（５０９ ／ ５３２）

６６ ７３％
（３５５ ／ ５３２）

１１ ６５％
（６２ ／ ５３２）

１７ ２９％
（９２ ／ ５３２）

能源经济 １００ ００％
（２５ ／ ２５）

６８ ００％
（１７ ／ ２５）

２４ ００％
（６ ／ ２５）

８ ００％
（２ ／ ２５）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８ ３３％
（５９ ／ ６０）

７０ ００％
（４２ ／ ６０）

１６ ６７％
（１０ ／ ６０）

１１ ６７％
（７ ／ ６０）

财政学 １００ ００％
（２８ ／ ２８）

６７ ８６％
（１９ ／ ２８）

１０ ７１％
（３ ／ ２８）

２１ ４３％
（６ ／ ２８）

金融学 ９１ ９６％
（１０３ ／ １１２）

５９ ８２％
（６７ ／ １１２）

１２ ５０％
（１４ ／ １１２）

１９ ６４％
（２２ ／ １１２）

保险 ８４ ６２％
（２２ ／ ２６）

７６ ９２％
（２０ ／ ２６）

０ ００％
（０ ／ ２６）

７ ６９％
（２ ／ ２６）

统计学 ９６ １５％
（２５ ／ ２６）

７６ ９２％
（２０ ／ ２６）

７ ６９％
（２ ／ ２６）

１１ ５４％
（３ ／ ２６）

会计学 ９６ ７９％
（１８１ ／ １８７）

６７ ３８％
（１２６ ／ １８７）

８ ５６％
（１６ ／ １８７）

２０ ８６％
（３９ ／ １８７）

财务管理 ９７ ０６％
（６６ ／ ６８）

６４ ７１％
（４４ ／ ６８）

１６ １８％
（１１ ／ ６８）

１６ １８％
（１１ ／ ６８）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　

思想政治教育 １００ ００％
（２７ ／ ２７）

４０ ７４％
（１１ ／ ２７）

１１ １１％
（３ ／ ２７）

４８ １５％
（１３ ／ ２７）

法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６ ９７％
（９６ ／ ９９）

７７ ７８％
（７７ ／ ９９）

３ ０３％
（３ ／ ９９）

１６ １６％
（１６ ／ ９９）

法学（经济法） ９７ ９２％
（４７ ／ ４８）

７７ ０８％
（３７ ／ ４８）

２ ０８％
（１ ／ ４８）

１８ ７５％
（９ ／ ４８）

法学（国际经济法） ９６ ０８％
（４９ ／ ５１）

７８ ４３％
（４０ ／ ５１）

３ ９２％
（２ ／ ５１）

１３ ７３％
（７ ／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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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文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６ ５５％
（１４０ ／ １４５）

８０ ００％
（１１６ ／ １４５）

１ ３８％
（２ ／ １４５）

１５ １７％
（２２ ／ １４５）

汉语言文学 １００ ００％
（５４ ／ ５４）

８５ １９％
（４６ ／ ５４）

０ ００％
（０ ／ ５４）

１４ ８１％
（８ ／ ５４）

汉语言文学（涉外高级文
秘）

９３ ３３％
（４２ ／ ４５）

８２ ２２％
（３７ ／ ４５）

０ ００％
（０ ／ ４５）

１１ １１％
（５ ／ ４５）

对外汉语 ９５ ６５％
（４４ ／ ４６）

７１ ７４％
（３３ ／ ４６）

４ ３５％
（２ ／ ４６）

１９ ５７％
（９ ／ ４６）

外
国
语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８６％
（１７３ ／ １７５）

６５ ７１％
（１１５ ／ １７５）

１６ ００％
（２８ ／ １７５）

１７ １４％
（３０ ／ １７５）

英语 ９９ １７％
（１１９ ／ １２０）

６７ ５０％
（８１ ／ １２０）

１８ ３３％
（２２ ／ １２０）

１３ ３３％
（１６ ／ １２０）

日语 ９８ １８％
（５４ ／ ５５）

６１ ８２％
（３４ ／ ５５）

１０ ９１％
（６ ／ ５５）

２５ ４５％
（１４ ／ ５５）

艺
术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４ ９３％
（２８１ ／ ２９６）

８２ ７７％
（２４５ ／ ２９６）

７ ０９％
（２１ ／ ２９６）

５ ０７％
（１５ ／ ２９６）

美术学 ９７ ３０％
（３６ ／ ３７）

８６ ４９％
（３２ ／ ３７）

０ ００％
（０ ／ ３７）

１０ ８１％
（４ ／ ３７）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
计）

９５ ００％
（５７ ／ ６０）

９１ ６７％
（５５ ／ ６０）

０ ００％
（０ ／ ６０）

３ ３３％
（２ ／ ６０）

艺术设计（平面设计） １００ ００％
（３８ ／ ３８）

９４ ７４％
（３６ ／ ３８）

０ ００％
（０ ／ ３８）

５ ２６％
（２ ／ ３８）

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
计）

９２ ５９％
（２５ ／ ２７）

８５ １９％
（２３ ／ ２７）

７ ４１％
（２ ／ ２７）

０ ００％
（０ ／ ２７）

艺术设计（媒体艺术设
计）

９３ ９４％
（３１ ／ ３３）

９０ ９１％
（３０ ／ ３３）

３ ０３％
（１ ／ ３３）

０ ００％
（０ ／ ３３）

动画 ９３ ７５％
（３０ ／ ３２）

９３ ７５％
（３０ ／ ３２）

０ ００％
（０ ／ ３２）

０ ００％
（０ ／ ３２）

工业设计 ９２ ７５％
（６４ ／ ６９）

５６ ５２％
（３９ ／ ６９）

２６ ０９％
（１８ ／ ６９）

１０ １４％
（７ ／ ６９）

教师
教育
学院

教育技术学 １００ ００％
（３５ ／ ３５）

８２ ８６％
（２９ ／ ３５）

５ ７１％
（２ ／ ３５）

１１ ４３％
（４ ／ ３５）

医
学
院

学院合计 ８９ ３２％
（５５２ ／ ６１８）

６７ １５％
（４１５ ／ ６１８）

３ ０７％
（１９ ／ ６１８）

１９ ０９％
（１１８ ／ ６１８）

卫生检验 ８５ ７１％
（１８ ／ ２１）

６６ ６７％
（１４ ／ ２１）

４ ７６％
（１ ／ ２１）

１４ ２９％
（３ ／ ２１）

临床医学 ８６ １１％
（２７９ ／ ３２４）

５８ ３３％
（１８９ ／ ３２４）

２ １６％
（７ ／ ３２４）

２５ ６２％
（８３ ／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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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医
学
院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１００ ００％
（６０ ／ ６０）

９８ ３３％
（５９ ／ ６０）

０ ００％
（０ ／ ６０）

１ ６７％
（１ ／ ６０）

医学影像学 ８９ ４７％
（５１ ／ ５７）

６３ １６％
（３６ ／ ５７）

７ ０２％
（４ ／ ５７）

１９ ３０％
（１１ ／ ５７）

医学检验 ９４ ７８％
（１０９ ／ １１５）

７３ ９１％
（８５ ／ １１５）

６ ０９％
（７ ／ １１５）

１４ ７８％
（１７ ／ １１５）

护理学 ８５ ３７％
（３５ ／ ４１）

７８ ０５％
（３２ ／ ４１）

０ ００％
（０ ／ ４１）

７ ３２％
（３ ／ ４１）

药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２ ４１％
（１３４ ／ １４５）

５７ ９３％
（８４ ／ １４５）

２ ７６％
（４ ／ １４５）

３１ ７２％
（４６ ／ １４５）

制药工程 ９４ ００％
（４７ ／ ５０）

７０ ００％
（３５ ／ ５０）

４ ００％
（２ ／ ５０）

２０ ００％
（１０ ／ ５０）

药学 ９３ ０２％
（４０ ／ ４３）

５１ １６％
（２２ ／ ４３）

４ ６５％
（２ ／ ４３）

３７ ２１％
（１６ ／ ４３）

药物制剂 ９０ ３８％
（４７ ／ ５２）

５１ ９２％
（２７ ／ ５２）

０ ００％
（０ ／ ５２）

３８ ４６％
（２０ ／ ５２）

无
锡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院合计 ９６ ２３％
（１０２ ／ １０６）

８３ ０２％
（８８ ／ １０６）

０ ００％
（０ ／ １０６）

１３ ２１％
（１４ ／ １０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００ ００％
（５５ ／ ５５）

８９ ０９％
（４９ ／ ５５）

０ ００％
（０ ／ ５５）

１０ ９１％
（６ ／ ５５）

物联网工程 ９２ １６％
（４７ ／ ５１）

７６ ４７％
（３９ ／ ５１）

０ ００％
（０ ／ ５１）

１５ ６９％
（８ ／ ５１）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京江学院２０１６届本科毕（结）业人数及获取学位情况

系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汽车与交通工程系

Ｊ车辆１２０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Ｊ车辆１２０２ ３２ ３２ １ ３１ ９６ ８８％

Ｊ车辆１２０３ ３２ ３２ １ ３１ ９６ ８８％

Ｊ车辆１２０４ ３０ ３０ ２ ２８ ９３ ３３％

Ｊ交通１２０１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Ｊ交通１２０２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Ｊ运输１２０１ ２２ ２１ １ ５ １７ ７７ ２７％

Ｊ动力（机械）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７ ２７ １００ ００％

Ｊ动力（机械）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５ ２１ ８０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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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机械工程系

Ｊ机电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３ ２ ３ ２２ ８８ ００％

Ｊ机电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２ ２４ ９２ ３１％

Ｊ机电１２０３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Ｊ机械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Ｊ机械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４ １ ２３ ９５ ８３％

Ｊ机械１２０３ ２５ ２５ １ ２４ ９６ ００％

Ｊ机械１２０４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Ｊ机械（模具）１２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３ ２７ ９０ ００％

Ｊ机械（模具）１２０２ ２８ ２７ １ ４ ２４ ８５ ７１％

能源与动力工程系

Ｊ动力（热能）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１ ５ ６ ２０ ７６ ９２％

Ｊ动力（热能）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３ １ ３ ２１ ８７ ５０％

Ｊ动力（流体）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８ ３ ２５ ８９ ２９％

Ｊ动力（流体）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３ ２３ ８８ ４６％

安全工程系 Ｊ安工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２ ２４ ９２ ３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Ｊ成型１２０１ ３４ ３４ ７ ２７ ７９ ４１％

Ｊ金属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４ ２ ２２ ９１ ６７％

Ｊ高分子１２０１ ３３ ３１ ２ ７ ２６ ７８ ７９％

Ｊ冶金１２０１ ２０ ２０ １ １９ ９５ ００％

电气信息与
自动化工程系

Ｊ电气１２０１ ３３ ３３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Ｊ电气１２０２ ３０ ３０ １ ２９ ９６ ６７％

Ｊ电气１２０３ ３１ ３０ １ ４ ２７ ８７ １０％

Ｊ电信工程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Ｊ电信工程１２０２ ２３ ２３ １ ２２ ９５ ６５％

Ｊ自动化１２０１ １８ １８ １ １７ ９４ ４４％

Ｊ自动化１２０２ ２３ ２３ ４ １９ ８２ ６１％

Ｊ自动化１２０３ ２２ ２２ １ ２１ ９５ ４５％

化学化工系 Ｊ化工１２０１ ２７ ２６ １ ３ ２４ ８８ ８９％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系

Ｊ计算机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４ ３ ２１ ８７ ５０％

Ｊ计算机１２０２ ２１ ２１ ４ １７ ８０ ９５％

Ｊ软件工程１２０１ ２１ ２１ １ ２０ ９５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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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系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计算机科学与
通信工程系

Ｊ软件工程１２０２ ２０ １９ １ １ １９ ９５ ００％

Ｊ通信１２０１ ２５ ２５ １ ２４ ９６ ００％

Ｊ通信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１ ２５ ９６ １５％

土木工程系
Ｊ土木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３ １ ２ ２２ ９１ ６７％

Ｊ土木１２０２ ２２ ２１ １ ３ １９ ８６ ３６％

Ｊ土木１２０３ ２３ ２３ ２ ２１ ９１ ３０％

管理系

Ｊ工业工程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７ １ ４ ２４ ８５ ７１％

Ｊ公共（医保）１２０１ ２８ ２８ １ ２７ ９６ ４３％

Ｊ物流１２０１ ２４ ２４ ０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Ｊ物流１２０２ ２４ ２４ ０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Ｊ信息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０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Ｊ信息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Ｊ营销（网络商务）１２０１ ３２ ３２ ０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Ｊ营销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２ １ １ ２２ ９５ ６５％

Ｊ营销１２０２ ２５ ２５ ０ ２５ １００ ００％

财经系

Ｊ国贸１２０１ ３０ ２９ １ １ ２９ ９６ ６７％

Ｊ国贸１２０２ ２８ ２７ １ １ ２７ ９６ ４３％

Ｊ国贸１２０３ ２８ ２８ ２８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财管）１２０１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财管）１２０２ ３５ ３４ １ ２ ３３ ９４ ２９％

Ｊ会计（财管）１２０３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财管）１２０４ ３３ ３３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１２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 ９７％

Ｊ会计１２０２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１２０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１２０４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１２０５ ３３ ３３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１２０６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Ｊ会计１２０７ ３１ ３１ ２ ２９ ９３ ５５％

Ｊ能源经济１２０１ ２６ ２６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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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班级 毕业班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结业生
人数

不授学
位人数

授学位
人数学位授予率

财经系
Ｊ能源经济１２０２ ２６ ２６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Ｊ统计１２０１ ２３ ２３ ２３ １００ ００％

Ｊ统计１２０２ ２１ ２１ ２１ １００ ００％

外语系
Ｊ英语１２０１ ３１ ３１ ４ ２７ ８７ １０％

Ｊ英语１２０２ ３０ ３０ ５ ２５ ８３ ３３％

Ｊ英语１２０３ ２９ ２９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临床医学系
Ｊ护理１２０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Ｊ护理１２０２ ３１ ３１ ３１ １００ ００％

Ｊ护理１２０３ ３２ ３２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基础医学与
医学技术系

Ｊ检验１２０１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 ９７％

Ｊ检验１２０２ ３３ ３３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Ｊ检验１２０３ ３３ ３２ １ １ ３２ ９６ ９７％

Ｊ检验１２０４ ３２ ２６ ６ ６ ２６ ８１ ２５％

药学系 Ｊ制药１２０１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食品与生物工程系 Ｊ食品１２０１ ３４ ３４ ３４ １００ ００％

汇　 总 ２ ３１７ ２ ２８５ ３２ １２７ ２ １９０ ９４ ５２％

（撰稿人：王绍娟　 核稿人：陈志刚）

京江学院２０１６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合计 ９３ ３５％
（２ １６３ ／ ２ ３１７）

７６ ９１％
（１ ７８２ ／ ２ ３１７）

５ ９６％
（１ ３８ ／ ２ ３１７）

１０ ４９％
（２４３ ／ ２ ３１７）

能源经济 ９６ １５％
（５０ ／ ５２）

８２ ６９％
（４３ ／ ５２）

７ ６９％
（４ ／ ５２）

５ ７７％
（３ ／ ５２）

国际经济与贸易 ９３ ０２％
（８０ ／ ８６）

８８ ３７％
（７６ ／ ８６）

１ １６％
（１ ／ ８６）

３ ４９％
（３ ／ ８６）

英语 ９２ ２２％
（８３ ／ ９０）

７５ ５６％
（６８ ／ ９０）

０ ００％
（０ ／ ９０）

１６ ６７％
（１５ ／ ９０）

统计学 ９５ ４５％
（４２ ／ ４４）

８４ ０９％
（３７ ／ ４４）

６ ８２％
（３ ／ ４４）

４ ５５％
（２ ／ ４４）

冶金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２０ ／ ２０）

９０ ００％
（１８ ／ ２０）

５ ００％
（１ ／ ２０）

５ ００％
（１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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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金属材料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２４ ／ ２４）

７９ １７％
（１９ ／ ２４）

４ １７％
（１ ／ ２４）

１６ ６７％
（４ ／ ２４）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９３ ９４％
（３１ ／ ３３）

７２ ７３％
（２４ ／ ３３）

６ ０６％
（２ ／ ３３）

１５ １５％
（５ ／ ３３）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９５ ００％
（９５ ／ １００）

７５ ００％
（７５ ／ １００）

４ ００％
（４ ／ １００）

１６ ００％
（１６ ／ １０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模具）

９４ ８３％
（５５ ／ ５８）

７５ ８６％
（４４ ／ ５８）

６ ９０％
（４ ／ ５８）

１２ ０７％
（７ ／ ５８）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３４ ／ ３４）

９１ １８％
（３１ ／ ３４）

２ ９４％
（１ ／ ３４）

５ ８８％
（２ ／ ３４）

车辆工程 ９２ ８０％
（１１６ ／ １２５）

７１ ２０％
（８９ ／ １２５）

３ ２０％
（４ ／ １２５）

１８ ４０％
（２３ ／ １２５）

机械电子工程 ９３ ６７％
（７４ ／ ７９）

８６ ０８％
（６８ ／ ７９）

２ ５３％
（２ ／ ７９）

５ ０６％
（４ ／ ７９）

热能与动力工程（电厂热
能）

９４ ００％
（４７ ／ ５０）

７０ ００％
（３５ ／ ５０）

８ ００％
（４ ／ ５０）

１６ ００％
（８ ／ ５０）

热能与动力工程（动力机
械）

８８ ６８％
（４７ ／ ５３）

６６ ０４％
（３５ ／ ５３）

１ ８９％
（１ ／ ５３）

２０ ７５％
（１１ ／ ５３）

热能与动力工程（流体机
械）

８８ ８９％
（４８ ／ ５４）

６２ ９６％
（３４ ／ ５４）

５ ５６％
（３ ／ ５４）

２０ ３７％
（１１ ／ ５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８９ ３６％
（８４ ／ ９４）

６７ ０２％
（６３ ／ ９４）

７ ４５％
（７ ／ ９４）

１４ ８９％
（１４ ／ ９４）

自动化 ９２ ０６％
（５８ ／ ６３）

７４ ６０％
（４７ ／ ６３）

３ １７％
（２ ／ ６３）

１４ ２９％
（９ ／ ６３）

电子信息工程 ８５ ７１％
（４２ ／ ４９）

７５ ５１％
（３７ ／ ４９）

４ ０８％
（２ ／ ４９）

６ １２％
（３ ／ ４９）

通信工程 ９８ ０４％
（５０ ／ ５１）

８２ ３５％
（４２ ／ ５１）

５ ８８％
（３ ／ ５１）

９ ８０％
（５ ／ ５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８６ ６７％
（３９ ／ ４５）

７３ ３３％
（３３ ／ ４５）

１１ １１％
（５ ／ ４５）

２ ２２％
（１ ／ ４５）

软件工程 ９７ ５６％
（４０ ／ ４１）

８７ ８０％
（３６ ／ ４１）

７ ３２％
（３ ／ ４１）

２ ４４％
（１ ／ ４１）

土木工程 ９１ ３０％
（６３ ／ ６９）

６０ ８７％
（４２ ／ ６９）

２１ ７４％
（１５ ／ ６９）

８ ７０％
（６ ／ ６９）

安全工程 ９２ ３１％
（２４ ／ ２６）

７３ ０８％
（１９ ／ ２６）

３ ８５％
（１ ／ ２６）

１５ ３８％
（４ ／ ２６）

化学工程与工艺 ８５ １９％
（２３ ／ ２７）

６６ ６７％
（１８ ／ ２７）

３ ７０％
（１ ／ ２７）

１４ ８１％
（４ ／ ２７）

制药工程 ９７ ０６％
（３３ ／ ３４）

７３ ５３％
（２５ ／ ３４）

０ ００％
（０ ／ ３４）

２３ ５３％
（８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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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交通运输 ８１ ８２％
（１８ ／ ２２）

６８ １８％
（１５ ／ ２２）

４ ５５％
（１ ／ ２２）

９ ０９％
（２ ／ ２２）

交通工程 ９２ ５０％
（３７ ／ ４０）

６５ ００％
（２６ ／ ４０）

１０ ００％
（４ ／ ４０）

１７ ５０％
（７ ／ ４０）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９１ １８％
（３１ ／ ３４）

７０ ５９％
（２４ ／ ３４）

２ ９４％
（１ ／ ３４）

１７ ６５％
（６ ／ ３４）

医学检验 ９３ ８９％
（１２３ ／ １３１）

７７ １０％
（１０１ ／ １３１）

１ ５３％
（２ ／ １３１）

１５ ２７％
（２０ ／ １３１）

护理学 ９６ ８１％
（９１ ／ ９４）

８９ ３６％
（８４ ／ ９４）

５ ３２％
（５ ／ ９４）

２ １３％
（２ ／ ９４）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９０ ２０％
（４６ ／ ５１）

８４ ３１％
（４３ ／ ５１）

５ ８８％
（３ ／ ５１）

０ ００％
（０ ／ ５１）

工业工程 ８９ ２９％
（２５ ／ ２８）

７５ ００％
（２１ ／ ２８）

０ ００％
（０ ／ ２８）

１４ ２９％
（４ ／ ２８）

市场营销 ９７ ９２％
（４７ ／ ４８）

９１ ６７％
（４４ ／ ４８）

２ ０８％
（１ ／ ４８）

４ １７％
（２ ／ ４８）

市场营销（网络商务） ９６ ８８％
（３１ ／ ３２）

９０ ６３％
（２９ ／ ３２）

０ ００％
（０ ／ ３２）

６ ２５％
（２ ／ ３２）

会计学 ９１ ０７％
（２０４ ／ ２２４）

６６ ５２％
（１４９ ／ ２２４）

１６ ０７％
（３６ ／ ２２４）

８ ４８％
（１９ ／ ２２４）

会计学（财务与金融管理） ９７ ７９％
（１３３ ／ １３６）

８８ ９７％
（１２１ ／ １３６）

７ ３５％
（１０ ／ １３６）

１ ４７％
（２ ／ １３６）

物流管理 ９７ ９２％
（４７ ／ ４８）

９１ ６７％
（４４ ／ ４８）

２ ０８％
（１ ／ ４８）

４ １７％
（２ ／ ４８）

公共事业管理（医疗保险） １００ ００％
（２８ ／ ２８）

８２ １４％
（２３ ／ ２８）

０ ００％
（０ ／ ２８）

１７ ８６％
（５ ／ ２８）

（撰稿人：骆剑锋　 核稿人：陈志刚）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选调生名单
姓名 学院 单位性质 实际所在地 专业
刘　 栋 化工学院（研究生） 机关 江苏省常州市 无机化学

张　 星 汽车学院（本科生） 机关 江苏省连云港市 热能与动力工程
（动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陈雨峰 管理学院（研究生） 机关 江苏省苏州市 管理科学与工程
高　 蕾 管理学院（研究生） 机关 江苏省苏州市 管理科学与工程
陶德飞 机械学院（本科生） 机关 江苏省扬州市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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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院 单位性质 实际所在地 专业
蒋　 涛 电气学院（本科生） 机关 江苏省扬州市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邵　 凯 汽车学院（研究生） 机关 江苏省镇江市 交通运输系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郭　 睿 马克思学院（本科生） 机关 江苏省镇江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谈　 成 机械学院（研究生） 机关 江苏省镇江市 机械工程
任启? 材料学院（本科生） 机关 江苏省镇江市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蒋　 威 土力学院（本科生） 机关 江苏省镇江市 土木工程系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撰稿人：徐占东　 核稿人：杨道建　 任泽中）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村官”名单
姓名 学院 专业
胡锦坤 机械学院本 测控技术与仪器
王利宁 机械学院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模具）
韩　 锐 汽车学院本 交通工程
冯　 超 材料学院本 金属材料工程
蔡雅洁 计算机学院本 软件工程（嵌入式软件人才培养）
商　 童 财经学院本 保险
张文召 法学院本 法学（国际经济法）

祖拜旦·库鲁万江 药学院本 药物制剂

（撰稿人：张　 怡　 核稿人：杨道建）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博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戴江栋李新星徐　 晶罗　 锐
王会琴唐国钢武世奎王正军
张秋阳罗　 荣卫　 潇
材料学专业
陈甥怡狄建科肖　 波

财经学院
经济系统分析与创新管理专业
姚晶晶孙夙鹏孙晓阳
经济系统分析与管理专业
林凤丽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潘　 伟孙宇新徐培凤袁　 野
鞠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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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
李　 慧
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
景绍学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蔡　 浩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陈坤华孙月平蒋建明顾玉宛
贾伟宽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伏虎王万军叶俊宇孙田江
仲晶晶陈　 洋陈文娟李　 文
任泽中沈　 辉解　 涛戈锦文
李金海李　 钊詹　 祥徐　 静
张心洁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孙　 斌徐吉成
环境科学专业
叶丽娜姜志锋荀苏杭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高　 林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专业
马　 威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
朱彦卓陈娟荣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荣新山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齐　 亮王秀琴汤嘉立

机械工程专业
徐媛媛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李明珠赵东宏郭　 茜宁小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曹宇鹏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李　 俊虞　 斌范　 昕陈静家
邓纹纹蓝　 婷陆亚鹏张　 斌
黄青松芮　 棵张辉云朱小兰
杨　 欢付海龙冯颖淑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薛利军

理学院
系统工程专业
钟光胜傅　 敏邹晓华沈春雨
韩　 敦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高振军王维军蒋　 跃洪　 锋
张　 帆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
钟汶君左子文张　 宁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石秉良孙晓强朱　 镇胡东海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
樊永胜李瑞娜赵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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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宁海强刘　 帅周立迎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倪　 捷琚龙玉

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黄双根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专业
李　 军
食品科学专业
张海宁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袁雷明王成全张艳艳管彬彬
朱瑶迪
食品营养与安全专业
乌慧玲吴　 岩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鲍士喜陈　 令丁　 冉顾　 俊
胡　 超黄　 飞李玉麟刘发强
刘　 杰陆　 超陆　 林邵　 伟
施欣星孙　 昊孙霞飞王　 辉
王贤鹏王永光韦江涛吴铁丹
徐　 俊张　 波张　 琳张　 鑫
张琰琰张友华赵景奇
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
金立煌李　 荣李　 毅宋　 刑
材料学专业
张　 杜陈翠玉冯宏庆符　 豪
韩丽颖黄　 虹姜　 楠景小翠
李　 芹李宗科刘　 通罗　 玲

骆　 云马　 平祁永东邵桢威
苏　 球唐　 豪王　 浩王　 皓
王　 姣吴　 肖徐　 锐姚宏邁
姚永泉野绪波殷　 佳尤胜胜
张　 超张红梅张　 娟张　 凯
张明锁张亚雄张尊广赵杉月
郑晓春钟　 涛周德琴朱姿虹
钢铁冶金专业
李沛思吴　 刚
有色金属冶金专业
韩继炜

财经学院
产业经济学专业
马诗萌杨　 阳
国际贸易学专业
白学良白宇泉贡丹云韩　 萍
蒋　 磊刘金焕曲军朋王曦雨
王晓晴吴海燕夏丽娟许　 晶
薛　 晨薛　 瑜杨　 阳
会计学专业
杜文静冯晓洋郭蕙臖韩盼盼
蒋　 丹李同辉刘丽珠刘任红
刘倪　 萍倪　 松万小燕
王　 培吴慧敏张雪姣周蒙蒙
金融学专业
卢建平周扬帆
统计学专业
常浩青崔冶真陆蓓蓓王威威
王雅萍巫嘉东徐　 敏杨海军
杨　 琴仲　 女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蔡晓伟陈海游陈上豪程　 欣
方聪聪高　 健蒋贵壮金　 仁
阚红军雷　 倩李　 慧刘　 亮
刘正蒙马振忠毛　 亮倪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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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忠波秦福峰沈晨普宿端鹏
孙　 浩孙　 涛汤延祺田　 野
王哲禹吴罖轩徐恩翔徐天啸
杨琳琳张国松张舒辉张　 云
邹春花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专业
陈浩凯董荣伟李红燕宿　 为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
曹　 祥陈太平陈文印樊庆亚
黄　 敏李在成李志刚吕兴琴
宋天添汤宇洋万　 莉王春雨
王加典王　 姣吴　 波武　 斌
徐晓峰杨玉伟张天宏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陈海磊陈　 鸣陈书雄陈艳丽
管云霞蒋淑英冷　 炎刘良田
沈　 敏沈　 甜施　 慧王吉祥
吴嘉琪徐成栋岳海东张海鹏
周　 沙朱　 燕
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吴义荣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
王超然
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
汪　 洋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李振兴包　 磊陈　 荣陈雨峰
代　 力丁　 兰樊震超高　 蕾
胡　 艳黄　 飞李志静刘天辰
娄玉双邵世玲施佳烨宋宇鹏
汤　 娜万志娟王颖洁王　 远
徐立峰杨　 花杨雪莲杨　 阳
张志远张冬梅张靖泉张美红
张　 伟张新伟张　 洋赵迪迅
赵　 庆朱爱花朱鹏云

行政管理专业
葛亚赛李　 亚邵若冰朱轩林
张　 博
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
郝文丽刘艺玲骆　 园郑　 笑
朱宾欣
企业管理专业
敖晓红崔乾坤范琳琳范艳杰
冯　 杰胡志涛孔　 丹李　 涛
刘　 杨刘熠洁石秀芳田　 帅
熊　 伟徐　 芳郑红娟朱晓林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戴宇践汤　 飞王　 璐吴秉羲
朱梦璐

化学化工学院
分析化学专业
还　 娟侍明近王鑫彤吴苗苗
闫　 洁殷媛媛赵　 浩
工业催化专业
赵　 秘
化学工程专业
侯祥祥胡永明刘方方王寅兵
严　 潞朱晓燕
化学工艺专业
李　 猛汪家喜
无机化学专业
陈　 超季玉琴李　 杰刘　 栋
刘　 盼饶文伟时芬芬王　 鑫
吴　 帆奚春燕
物理化学专业
高金荣葛羽萍童　 伟王　 捷
夏晋晨俞　 欢郑　 丹
应用化学专业
王静怡蔡晓庆陈彩红冯　 翌
郭　 瑞花　 纯李广辉卢临杭
卢娜娜沈毓儒宋京宝吴燕俊
周明君周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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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专业
陈甜甜封　 茹龚建波蒋　 瑜
金　 盾孙　 敬徐　 丽殷毅杰
朱　 昀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
蔡　 进陆　 兵尹智坚赵威振
周汉卿
环境工程专业
蔡红红曹　 飞董关霞葛泰根
孔　 宇刘诗雯卢崇伟卢　 庆
孙　 瑞王鸣远王韦胜武　 捷
尹　 莉邹骋飞左万兵
环境科学专业
朱伯淞贺婉霞刘红阳马会金
田名刚王春柳王明明韦　 薇
杨文骏张枭明赵浩竹

机械工程学院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专业
陈　 思景　 祥李　 楠李文
罗来齐邵勇华王长雨王治有
徐　 凯张　 千
光学工程专业
韩　 敏刘强宪刘　 言仝　 旋
王单单韦　 锦宣　 婷赵抒怡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白　 冰邓海君樊海彪苟祖涛
黄钰凯卢　 青盛　 刚孙　 骏
王　 洋徐启祥宣　 芮张　 凯
张　 伟郑昌俊周玉荣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孔　 亮戴恩虎吉城龙姜昆鹏
蒋大伟潘跃龙钱　 宽石　 杰
孙建国汪志焕邢　 佳熊　 伟
尹传斌于　 娜张明明张秀文
章友京朱广韬朱琳佶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石贵峰柏　 云陈国纯陈明明
陈少峰陈志伟杜金星房晓玉
郭德晖何志军侯治亚黄晶晶
黄　 磊姜雨佳蒋海荣蒋　 尧
蒋在敏李建文李　 振刘黎明
刘秋阁毛加成穆　 丹钱　 清
佘　 杰孙崇超汤鹏鹏唐永春
陶德飞童照鹏王林森吴　 浩
徐　 驰徐士东杨　 艳于　 璐
余　 江岳　 玮张洪峰张华夏
张　 文赵建宝赵建吉郑　 阳
朱新峰
精密仪器及机械专业
蔡阳阳堵　 莹耿德春李健康
李绿洲刘　 辉孙　 祥郑春春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病原生物学专业
刘　 原沈以新徐　 驰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侯书宁李　 娜孙　 丽汪伟伟
王　 娟吴莉臖吴水芸徐　 慧
袁　 潇张　 盼张　 宇
免疫学专业
成　 思冯玎琦刘娟利孙玲先
吴　 静谢梦晓徐芸芸
生理学专业
刘秀雯庞　 吉王　 好章伟慧
赵文君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
冯雪健胡坚霞
电路与系统专业
蒋泽民刘　 委
计算机系统结构专业
何　 耀张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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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陈泉浈陈汝龙陈　 伟丁泽超
冯青平胡小芳黄　 进黄　 磊
贾流洋孔玮婷刘文山陆　 杰
毛文渊毛竹林孙　 翔王　 谦
吴旭旭薛文韬袁裕琳张传玉
张好好赵利杰周新科朱津津
朱玉婷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
包　 翔杨　 银詹智财周李威
软件工程专业
郭昱池韩建飞刘　 云
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
刘　 阳蔡锐锐陈　 诚陈书会
戴启江何韩庆化　 瑞李玲玲
李润德李媛媛倪亚楠潘宇婷
王　 聪吴云龙张　 辉郑　 新

教师教育学院
高等教育学专业
刘丹凤陆　 柳速　 成万　 姝
张雨清
教育学原理专业
周秋帆孔叶群裴　 菲王　 伟
张玲玲朱梅玲
课程与教学论专业
陈　 雨丁长康龚　 燕刘春月
施灵美孙姣姣魏　 玮左红伟

科技信息研究所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
韦　 恒单婷婷化　 慧黄天一
刘　 帅马双刚王丽佳王园磊
夏高云姚　 远盈江燕袁银池
张晴晴

理学院
基础数学专业
徐丽薇
计算数学专业
陈军德高　 燕康　 云
统计学专业
季金莉孙飞跃孙颖华
物理电子学专业
朱　 婧陈映洲李　 默梁敏捷
汤月明王亚如余海群
系统工程专业
单海芳郭微微李　 娟刘莹莹
王雅琦王一金吴　 鹏周克娟
应用数学专业
艾华强丁振琪费美琴丰星昱
何　 琴侯　 捷胡丽娟季佳雯
江　 月李沙沙彭　 淼沈　 洁
许　 飞燕慧娟叶丹丹张　 杰
张玲玲张苏珍张文景赵浩然
周亚娟朱　 琳
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
孙金帅潘将来肖　 翔张　 端

临床医学院
妇产科学专业
何　 瑶倪晓鸽
麻醉学专业
梁　 宵陆沁源施蕾蕾袁　 雯
内科学专业
陈　 康陈　 瑶丁英鹏胡　 蓉
贾海玉姜伟鹏蒋　 丹李　 杰
李玫瑜李　 淑刘　 鑫刘媛馨
罗艳玲邱崇荣魏　 斌翁嘉懿
荀　 康杨奇超尹家瑜张行行
张盈盈周静东朱晓雯邹　 昭
外科学专业
曹学书杜　 恒江文杰李福利
汪华兵王景文许彬彬翟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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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杰张雪松赵英海朱　 勋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孙美芳王　 颖吴新财颜　 波
张　 婧
肿瘤学专业
韩国虎卫菲菲杨恕宁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陈　 佳陈　 健陈　 凯陈宗良
程　 岩丁　 荣郭　 豹何勇冠
黄振杰李　 晨李维强刘　 冰
刘兴发刘志超邵　 昌佘旭南
沈陈栋施哲夫石　 磊王党雄
王　 伟王业芳武永生夏水晶
肖佳伟肖　 妹谢山峰薛志宽
张　 驰张俊杰张　 琳张　 肖
赵　 进赵立峰周冰晶朱尧华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杨玉超朱燕翔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郭　 睿韩灵芝蒋　 懿李相锦
亓志峰沈辰辰王　 亮王志英
张婷婷张媛媛朱　 佳朱　 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常　 宁焦天瑶李　 海刘广跃
王艺潼尹海龙张吉勇张向凤
赵　 莹周新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
杜海棠付保业刘明明孙万玉
王留涛王　 沁王思思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冯芸芸蒋　 丹李婵媛李　 乾
刘　 醒汤微娜王晓艳席韩花
杨小菲郑佩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戴礼明高志胜
工程热物理专业
蒋兆晨陈林林刘启胜肖　 曼
许艺鸣姚嘉琪左朝朝
化工过程机械专业
孟　 宇叶　 剑
流体机械及工程专业
仇　 晶范亚骏付　 杰黄婉婉
刘金凤王　 达王　 震夏　 勇
许荣斌闫龙龙颜　 杰张贵峰
张习同张永辉周志伟朱佳炜
朱　 鹣
流体力学专业
王　 力
热能工程专业
白文斌陈　 冲陈　 威龚　 俊
柯彬彬汤振宇徐　 杰朱秋烨

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机电）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陈　 洋成　 铖高　 强沈柳柳
施　 杰田丽芳严　 蕾杨叶成
张伟建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
范晓冬刘红玉刘　 欢秦丽娟
邵　 菁竹贝芬
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
陈劲松陈亚明顾万玉李　 立
李　 茂饶师任田金涛王留柱
王亚丁闻志勇吴亚芳张　 良
周海涯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专业
陈加栋谷睿智卢佳骏吴　 硕
农业水土工程专业
胡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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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专业
滕博群王凡坤周贵尧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陈　 欣陈治领韩　 顺何松霖
洪志福黄家铭黄　 杰纪　 亮
姜中望李桂权李万利廖　 玮
刘　 涛柳　 惠裴晓朋任英文
申小敏石小龙宋雪松王晨阳
王洪宝王　 炯王利明徐炎炎
徐益强许　 凯许　 杨　 军
杨　 鑫尧　 骏姚　 勇尹潞刚
袁　 俊曾少波张　 迪张鹏飞
张瑞军周　 伟朱远征邹南南
祖广浩
动力机械及工程专业
王　 帅魏　 巍陈　 磊陈　 亮
陈　 勇龚　 伟谷文业何利娜
赖志豪李　 超李　 俊刘少康
卢泓坤罗演强唐　 炜王希凡
王燕鹏吴　 楠张　 健郑　 益
仲　 达周　 群
工程热物理专业
黄银龙　 曾瑾瑾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
张飞云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
董艳涛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专业
盛立志丁　 猛丁仁凯付　 晶
顾胜强郭佳欢郭　 静贾海江
李重重毛少东施明敏肖　 棒
谢明维许荣洲张绚玮

生命科学研究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
徐　 五　 徐　 颖

生物学专业
陈亮亮陈俏梅陈　 茹陈　 婷
陈先涛陈　 志董现云高家明
郭小娟黄　 芳季星岐李　 梅
李　 琴李　 翔廉彩霞刘晓亭
马全兵闵　 超邵丹丹王杰利
许慧敏杨丹枫杨　 扬殷逸能
张盼盼张　 茜张天喜张晓龙
张竹易周　 倩周　 青

生物机电工程研究院
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
袁文华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专业
钟　 浩
生物学专业
彭娅萍　 尹　 帅
食品科学专业
俞　 艳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陈　 通程燕翔崔涵雨郭爱珍
胡佳丽金鸿娟李　 霞刘　 菲
刘加友刘盼君刘　 湾栾　 方
毛　 丽梅晓芸潘文秀申建忠
史腊妮王　 凯王治平温新宇
伍　 娟夏丽莉徐海堂徐海霞
杨文雅尹俊玲袁盼盼张东亮
张晓飞张雪婧赵呈婷郅建军
周　 慧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专业
吴　 超　 张杰强
工程力学专业
陈　 琳陈晓君顾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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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力学专业
陈　 涛崔媛智邓　 林郭华泾
郭志刚何广龙黄炎龙李小虎
李专干刘玉启吴冰清邢雅清
周　 涛
结构工程专业
高　 远李瑞兵陆　 强王　 宇
徐　 超许兆辉郁董凯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
江寒正王亚茗吴　 磊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顾金巧曹现红陈　 佳陈灵枢
陈　 楠丁永萍方姝琦葛　 琴
耿艳飞焦　 锐金　 鑫李美虹
李晓雪刘桂金刘　 哲罗　 天
秦圣洁商　 艳王君寒王　 娜
王　 硕温丽娟吴　 婕闫　 清
张怡歌赵梦娟朱晨舒朱　 密
邹永佳

药学院
生药学专业
李　 娜施　 影陶青兰陶小芳
王　 丹王　 瑾徐　 莹
张魏琬麒
药剂学专业
陈晶晶刘　 飞钱　 晨孙玉侠
王　 燕奚菊美袁　 颖张　 亚
章　 丽
药理学专业
许海淼张晓燕张　 谊
药物化学专业
边兆刚何燕华黄亚军赵万年
中药学专业
封　 燕耿　 骥顾芹英陆　 颖
翟燕娟周伟璐

艺术学院
美术学专业
迟亚妮黄　 冉黄旭楠康　 棣
梁　 成刘雨婷罗德艳潘明磊
杨　 旭
设计艺术学专业
卞星玮董　 岳纪　 云李青峰
张劲影赵晨序赵　 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专业型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专业
陈　 存陈　 涛房媛媛冯厚坤
傅　 强何自娟黄　 尉姜玲霞
李建华李　 萍李　 涛李　 旺
李晓富刘　 灿刘璐宁刘　 婷
柳嘉伟毛洪凯祁昌洋秦　 玲
孙亚利唐桢丁王　 超王　 娣
王宏健王　 继王金凤王　 曼
王琪琳王瑜琦吴孔强吴伟骏
武正东谢道存谢强强徐　 凯
徐文慧杨　 景杨　 糰张　 弛
张　 建张　 凯张林波张　 庆
张　 瑞张子尧赵海宾赵　 蓉
郑思辉周梦凯朱生文朱亚军
朱哲誉邹　 涵
冶金工程专业
陈松军陈　 优郭　 亚石安君
王起亮郑　 瑞周秋月祝令状

财经学院
会计专业
郭小天李　 菁夏一林柏诚一
蔡　 翠陈　 晨陈锦哲陈沁雯
程思媛储　 婧戴　 蓉丁　 玲
丁章丽方天雨冯淑玉何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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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婷胡家园黄倩云黄远健
吉　 宁纪菲菲李　 帆李鸿儒
李　 棚李荣怀李　 啸李　 营
刘　 雷刘芊君刘颖异刘玉峰
刘子钦卢盼盼陆美辰鹿　 琪
毛君佑羌均洋任　 俊尚　 莉
沈季伦沈晓峰沈　 阳孙亚雯
唐　 静唐　 永陶如纯王程程
王惠王　 琪王谈斌王　 希
王想想王怡文韦灵妍吴　 丹
吴　 杨夏　 丹夏　 艳荀禹嘉
杨　 苑袁　 扬张　 超张春雨
张　 欢张佳华张　 婧张　 青
张　 莹张雨婷章锦华赵　 奇
赵　 森周　 洁周　 婧周立佳
朱静艳朱齐慧朱云骢王冰洁
应用统计专业
丁　 瑶顾　 彦刘梦丽朱成伟
资产评估专业
刘荷娟虞　 越朱　 婧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陈碧骅陈　 帅陈　 元崔恒月
付朝晖付文波葛佳伟耿玲娜
顾玮玮胡程磊黄　 俊江凯文
姜雪妍李文文刘茵伟陆志峰
骆　 浩倪泉龙王　 浩王　 恒
王　 琳王小健夏　 伟谢志斌
熊颖杰徐　 浩徐　 勤杨　 飞
于　 东余佩玉张步峰张瀚文
张　 鹏张云帅章　 伟周　 慧
朱　 峰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窦龙华
控制工程专业
孙晓浪张　 骁卜定欣陈金龙
丁佳莉杜　 辉郭　 威韩蔚强

李　 浩梁炳冬刘飞宇刘　 静
卢　 耀陆轶阳马　 捷孙海盟
孙晓文孙　 兴唐书萍童　 钢
汪　 飞王小格卫毓骊徐迎辉
叶　 浩殷开婷袁　 骏张　 凤
张国坤张建飞张　 姝赵万祥
周　 磊周炜彬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蔡　 婷胡馨月吉婷婷李静静
苏　 松田蒙蒙周　 洁
物流工程专业
黄在礼黄　 晶陆　 邈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毕本伟陈　 超陈　 臖崔正山
戴碧联樊明山费爱荣冯龙海
顾晓敏何志辉胡晓玮华梦娟
李　 静李　 萌李叶涛刘威旱
毛雨林孟令玉乔仁静乔云飞
沈洪强孙风权孙　 骏王　 婷
王叶梅王　 越吴　 川吴国玲
肖慧丰徐　 吉徐晓蕾裔　 
张怀良张晓颖张漪静赵　 晨
周子龙朱婷婷朱　 志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何晓玲马　 清孙　 磊张宇翔
环境工程专业
陈闪闪樊　 婷顾亚川顾亚明
郭　 贺李欣欣李　 洋普世祥
乔　 丹司荣炜王晶晶王莹春
吴　 娜肖鸿光谢长校张　 萌
周　 军朱雯雯杜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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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
光学工程专业
豆修浔卢　 雪贾子扬居荣兵
李丽淋骆鹏程倪文强钱春霖
张　 茜张　 旭赵琼华
机械工程专业
晁　 栓陈　 功陈婷卓陈　 洋
程宝义杜　 斌高　 杰顾亚励
郭林强郭学伟黄贤振黄　 宇
姜天一焦　 彬李　 皓李家应
李显锋李　 新李自强林　 康
刘　 成刘　 杰刘金珊刘庆辉
刘　 伟潘凌云钱俊康任　 飞
沈雨春史志国谈　 成王德顺
王海波王路路王维平王　 翔
王晓莉魏人杰吴　 坤奚　 磊
熊　 倪熊人焱徐吉伟许若震
闫　 冠杨成阳杨　 青杨勇福
于　 浩袁振剑曾欠欢张逢骏
张金蓉张景玉张　 鹏张香丽
张仰明张　 圆张云清张志生
赵　 岩仲奕颖周春洋周宏达
周　 培周岐坤邹　 浩左成亚
仪器仪表工程专业
曹　 健陈　 成陈　 君付文涛
侯　 坤胡晓婷李健坤施海涛
汪　 源徐　 欢徐家祥徐　 亚
许军成俞慧芳

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仇晨光郭红叶胡小霞李　 涛
李　 旺李袁霞罗东为马永宾
倪　 萍强叶涛商秀娟苏丹华
孙凤英孙晓仙严佳婧尹　 磊
于尹婧余启泓俞　 静袁贝贝
张春利张　 娇张梦莹张绮思
张梓岗郑婷婷周　 军朱梦楚

朱迎星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卜晓晓龚　 朴郭鹏良刘玉青
倪悦心王思璇王泽苏温玉霞
计算机技术专业
蔡　 炜陈婷婷程　 炜丁　 波
方长根胡永娣黄宏晖阚　 宇
李克强李　 星李　 云廖忠慧
孙亚慧王　 丹王茜仪王　 涛
王　 萱邬艳艳吴雅琪吴耀冉
谢璐俊许晓磊严　 冬严　 冬
杨海月尹克新余钦水张飞飞
张晓庆张映生郑明杰周玉华
朱莹璞
软件工程专业
蔡赛华黄冠华王　 勇杨鑫焱
张贤德赵小磊

临床医学院
儿科学专业
单继艳
妇产科学专业
陈　 芳李红苓张译心周　 敏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宋月楠　 朱云程
麻醉学专业
李春叶
内科学专业
安静霞杜传冲冯　 筱葛　 璐
李　 磊陆小威倪　 鑫秦　 岩
孙　 鹏王　 苏王　 桢吴玉姣
夏　 瑜徐　 颖薛志强张　 敏
周旭贤朱小东
全科医学专业
胡海娟赖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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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专业
谈　 健葛永军贺胜龙蒋润宇
蒋颜材荆丹峰李　 米李　 涛
李　 信刘　 源陆轶杰彭　 云
史春桃宋明明王　 豪魏长宝
许艺荠于　 民庄明峰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黄文斯王菁哲魏　 静徐晓霞
余　 转
肿瘤学专业
郎亚昆刘申吒万晓蕾张　 丽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动力工程专业
葛钦钦冯　 琦蒋玲林杨大森
姚登杰袁　 昕朱镇涛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专业
陈琳琳陈松松陈驭航耿亚峰
李利婷李宁宁孙成仁陶希成
汪亚运王宝同王宏宇王　 茹
吴里程许超杰许冠杰邹　 强

农业工程研究院（生物机电）
农业工程专业
杜金凤黄　 磊李建钢马培培
饶向林汤　 静唐善奇徐　 强
周亚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曹丹青程　 伟程云峰傅靖江
高泽宇葛平莹耿玉芝过　 丰
候观远青贾小庆居晓华
李傲雪李臣旭李文武刘　 恒
刘逸群罗汞伟默　 超钱金刚
邵福双邵　 凯沈　 飞沈　 健

孙　 雷孙砚田王骏骋王吴杰
吴　 飞吴赛赛肖　 飞谢凌云
徐　 力许长龙许学建杨　 涛
姚　 邁袁所贤张家俊张明梅
张　 勇张智凯赵　 回赵　 越
周　 超周　 成
动力工程专业
包伟伟陈丽果陈　 良陈　 鬃
丁晓忠杜小朋冯浩杰韩维维
焦丽华李弘扬李显明刘　 旋
孙　 韶汤万飞王松华卫大鹏
吴兵兵吴　 焓吴培振夏　 骅
徐俊杰俞升浩章展源赵小明
朱泽洪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工程专业
陈兵兵陈茂晴陈　 武陈潇筱
崔　 路冯雪平盖　 静龚　 洋
韩及华李俊芳李万海刘雪姣
罗　 娟罗　 艳申婷婷孙翠翠
陶立国王力坤王雪梅王娅丹
邢　 欢许登程许　 慧于怀龙
张晓莉赵　 静朱　 杰朱婧斐
朱玛骁骐
食品加工与安全专业
黄琪评孔　 苗刘亚丽杨军义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
陈大淀陈素碧戴　 朋范　 增
高　 恒惠　 雷李业骏沙　 萱
沈荣锋唐海燕汪　 燕肖　 亚
徐　 阳薛　 松臧　 娜钟学宏
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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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王　 娟蔡建明陈　 成陈　 玲
陈艳琼顾於梅李梦华刘明健
鲁　 双王苗苗王元文吴慧玉
徐静博张　 敏赵莹莹周玮婷

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专业
曹婷婷常　 凯陈学兰陈逸珉
葛禹岐关　 云洪德宝胡欣怡
焦　 阳马玉梅王晓洁辛玉洁
徐达娜张　 聪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工程硕士毕业生名单
（以学院、专业拼音首字母为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专业
缪亚国　 凌　 锋
冶金工程专业
丁　 松　 丁振涛　 王建华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专业
张晓虎林　 丹周　 玲唐媛红
于炳其董佳斌冯晓兰管　 城
刘　 伟宦扶天姚　 龙陈　 燕
胡亚山居　 彤周红丽熊宝清
张楠倩陈正华毕国辉薛　 伟
王　 炜戴　 锋兰海荣虞晓洁
花　 艳杨正平孙　 君钱　 敏
赵　 媛吴　 锋王　 莺杨　 菲
徐卫君曹　 鹏程　 凯周林康
郑以镜许　 钧徐震宇刘　 黎
徐明峰闵亚洪徐　 勇何裕俊
刘荣进喻志程成云朋包　 磊
颜旭东蒋　 盛李　 菁陈　 兵

季建珍裴美珍杨金喜曹叶章
魏以宏吴　 云徐　 勇龚荣福
陈　 丽邵长亮金德飞徐飞云
陈　 飞吴名卒钱伟娜张建梁
文　 锐高　 超胥　 峥周　 筠
庄立群刘　 烨郑　 卉温　 莉
张海礁李素文崔志雄张　 腾
秦　 剑侯　 俊刘义德
控制工程专业
张　 鹰石　 佳谭　 燕刘　 浩
邹　 琰杨　 窻王兆军季　 禹
徐明明王　 鑫陈钰玮张菊琴
王　 翔秦风元彭效亮张　 兴
李　 振查　 娜陈　 军孙昌权
黄志奇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专业
任军庆康宗德姜正东
物流工程专业
张桂臻范丽华金　 臻李　 军
曹晓慧孟　 静胡瑞平
项目管理专业
张玉娟王凌君史宇妍周振东
陈　 松左志鹏周　 栋宋春燕
李强华朱　 凯张　 望张　 敬
屠华亮薛美娟施　 恋周　 琼
黄雪虎李　 杨陶梅华唐丽莉
陈海文邵　 岩陈　 勇吕　 浩
蒋　 华屈宏涛凌　 帅顾逸枫
金艳华刘　 悦冯晶晶汪洪震
陈福军彭娌娜杨浩天张世杰
黄鸣来傅　 蓉崔重渊刘善彬
徐静华李　 洁王胜超汤　 妤
黄言重赵　 琳刘晓静李卫灿
董程宏朱　 超陈蓝生仲月明
胡春光袁　 泉彭仁辉仲玉娟
杨统元沈美萍晁静怡房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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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协科丁叶萍李　 倩刘　 艳
杜如冰石　 峰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邬丽丽孙　 鹏孙伯文王辉德
彭建亦王　 玲王国红张玉景
潘学平余文丛李　 政万堂庆
潘　 伟卞　 艳刘立勇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专业
刘君敏钱　 矫
环境工程专业
张有仓　 张　 瞡　 徐立松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专业
杨伟东王兴江李韶光陈震乾
周伯秀姚　 琦景玉果裘明磊
吴海武罗　 方朱晓东孙浩东
李　 花袁铭霞黄　 芳胡玉峰
章方军蒋丽娟陆　 建吴丽姣
刘博华房玉林王　 磊李荣全
王　 凌王　 熙胡春林沈　 浩
花春梅方　 鹏王　 娟潘体湃
强　 艳朱晓波陈婷婷温发杰
陈　 健吴　 亚胡振芳刘成科
刘刃陶陈晨霞许忠伟周雪峰
赵　 岩吕　 敏朱　 炼蒋　 欢
葛　 斌罗　 凌王　 灏王光宇
石　 权刘　 振田雅萍郭　 鹏
王　 涛张守才刘　 梅刘仰银
杜福洋张喜鹤胡春雨白　 睿
张　 温沈海涛李北京张　 珏
许小霞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
谢　 萍张洁琼郭　 琼陈　 真
魏　 慰金晓洁颜文清
计算机技术专业
徐　 英徐　 健李忠超顾　 癑
王素萍吴锋华沈荷英杨　 杰
孙加敏顾　 兴杨　 莉吕　 俊
韩　 鑫赵　 艳曲长利王丽华
刘　 庆高佐波庞　 霞陆艳芳
赵　 琨张　 艳姜　 楠孙军慈
徐　 虹高　 舒董恒宾秦　 聪
童炜华朱兰英孙振华苗忠强
陆　 洁孙　 颖吴小萍周　 哲
朱　 云卓　 磊田　 静冯　 波
马　 萃赵雪峰俞银花王　 博
许　 皓谭　 琛张紫琳朱　 静
张　 春施　 思席　 涛潘爱军
方　 桃孙　 超周　 伟
软件工程专业
郭　 元刘　 扬周友建堵晓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专业
陈　 凯徐俊华王志强丁志强
曲兴年彭俊华缪振东付子龙
周百祥冯彦华张志刚何明辉
李长江龚卫锋张福全程　 阳
王怀文翟春明邹海青秦志成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夏小芳丁　 航李言伟王新君
王　 磊钟勤建赵　 洁孙宗保
李文君刘东升曹志刚周　 鑫
王英琦杭玉周张志刚孔　 令
张守伟宋元磊侯春娥赵从阳
信思勇李秋香裴卡斯张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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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丽苏雯博洪　 军孙　 巍
朱　 卫韩佳君车京江李建超
孟国龙张玉辛谢元宁季　 伟
陈延生陈艳宣王多文徐　 劲
王　 涛王力军曲金亮
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张启森徐建昌葛雅芬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食品工程专业
姜冬梅刘　 玲包书成金晓燕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
徐加军王　 进季永华徐荣林
沈　 波高乐旭卢　 静张　 奕
巫恩海李　 春徐秋娥张雪梅
徐华荣曹文梁徐为海吴志红
陈　 泺

药学院
制药工程专业
李　 滨云宪雨付华东辜正一
李　 鑫王　 宣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获取同等
学力硕士学位名单
（以专业首字母为序）

药学院
生药学专业
孙小祥　 杨燕飞

医学院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汤　 莉　 陈方斌
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陈　 茜　 邓海峰

免疫学专业
万佳蔚薄维波张欢欢黄秋艳
朱立梅吴运萍张林海张永健
内科学专业
邹　 锋陆华美徐国强闻加升
王　 怡陆志峰张　 金黄良海
陈思思崔　 英戴　 吉李春雷
钱　 蕾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
王晓明蒋丽娟马锦洪季　 云
屠　 强曹　 华
外科学专业
林　 欣郑红芳胡　 亮朱会萍
葛广成闵震宇徐　 溪蒋俊锋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
邹　 容　 陈明峰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获取高校教师
硕士学位名单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
徐大诏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张顺行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高栋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专业
彭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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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ＭＢＡ
硕士毕业生名单

　 　 管理学院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Ａ ＣＬＥＭＥＮＣＹ ＡＤＺＯ ＡＫＥＹ
ＯＦＯＲＩ ＮＡＴＨＡＮ
Ｏｔｏｏ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ｋａｉ Ａｃｈｅａｍｐｏｎｇ
ＲＯＭＡＮＡＭＲＡＺＯＶＡ
ＴＥＴＩ ＳＵＭＹＡＴＩ 白　 涛蔡东明
曹玲玲曹　 伟曹亚平曾俊鹰
陈　 兵陈　 波陈　 悦陈泽坤
成康康储丽玫丛文斌戴　 萌
丁　 静丁　 曜丁　 盠方莹莹
冯辉琳高　 飞顾贤根郭　 兵
郭　 俊何兰芹洪庆喜胡建民
黄凌俊黄　 伟黄晓东江杏娟
姜　 虹柯栋植雷小艳李红艳
李洪军李　 佳李科尧李琼飞
李　 燕廖德志廖汉南廖胜良
林　 雪林怡炜凌　 祯刘丹心
刘　 娟刘珊珊刘松波刘永利
陆海蛟陆　 亮陆素琴陆　 瑶
马　 进马　 丽马文锐马　 旭
马云东齐　 洁钱诗昀任新平
施一成石慧凤史网照宋　 楠
孙常芳孙　 卉孙　 令孙仁斌
谈　 凯汤　 红唐　 彦田　 恬
万宣卿汪琳琳王国侦王　 姣
王利军王先亚王玉飞王　 云
王拯炎韦　 露吴金香吴李艇

夏　 蕾肖　 卓萧铭峰谢江安
谢腾飞徐　 斌徐剑峰徐　 鹏
徐　 蓉徐心田许　 飞许惠民
严小建杨　 光姚宏阳印晨程
由　 明余晓静郁辰华张白兰
张　 斌张洁茜张晓飞张　 轩
张　 样张莹尹郑　 燕周　 静
朱丹丹朱　 平朱　 雯朱燕勇
朱忠华庄士宏庄昭辉

（撰稿人：于　 青）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研究生就业情况
单位性质 就业

人数
占就业人数
比例（％）

党政机关 ３２ １ ９１

事业
单位

教育（高等／中初） １９１ １１ ３９

科研设计单位 １８ １ ０７

医疗卫生单位 １２７ ７ ５７

其他事业单位 ２０ １ １９

小计 ３５６ ２１ ２３

企业
单位

国有企业 ３１７ １８ ９

三资企业 ２６６ １５ ８６

其他企业 ７０４ ４１ ９８

小计 １ ２８７ ７６ ７４

部队 ０ ０

其他 ２ ０ １２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届毕业研究生就业率统计（截至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５）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合计 ９７ ７０％
（２ ０８２ ／ ２ １３１）

９１ ３７％
（１ ９４７ ／ ２ １３１）

２ ０２％
（４３ ／ ２ １３１）

４ ３２％
（９２ ／ ２ １３１）

机械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１７％

（２６８ ／ ２７３）
９５ ９７％
（２６２ ／ ２７３）

０ ００％
（０ ／ ２７３）

２ ２０％
（６ ／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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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机械工程
学院

机械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３ ／ １３）

１００ ００％
（１３ ／ １３）

０ ００％
（０ ／ １３）

０ ００％
（０ ／ １３）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１００ ００％
（７１ ／ ７１）

９７ １８％
（６９ ／ ７１）

０ ００％
（０ ／ ７１）

２ ８２％
（２ ／ ７１）

机械电子工程 ９６ ５５％
（２８ ／ ２９）

９６ ５５％
（２８ ／ ２９）

０ ００％
（０ ／ ２９）

０ ００％
（０ ／ ２９）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１００ ００％
（３２ ／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３２ ／ ３２）

０ ００％
（０ ／ ３２）

０ ００％
（０ ／ ３２）

光学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２ ／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２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精密仪器及机械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８７ ５０％
（７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１２ ５０％
（１ ／ ８）

测试计量技术及仪器 ９０ ９１％
（１０ ／ １１）

８１ ８２％
（９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９ ０９％
（１ ／ １１）

机械工程硕士 ９８ ５９％
（７０ ／ ７１）

９７ １８％
（６９ ／ ７１）

０ ００％
（０ ／ ７１）

１ ４１％
（１ ／ ７１）

光学工程硕士 ９０ ９１％
（１０ ／ １１）

９０ ９１％
（１０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仪器仪表工程硕士 ９３ ３３％
（１４ ／ １５）

８６ ６７％
（１３ ／ １５）

０ ００％
（０ ／ １５）

６ ６７％
（１ ／ １５）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５ ８３％
（４６ ／ ４８）

８７ ５０％
（４２ ／ ４８）

４ １７％
（２ ／ ４８）

４ １７％
（２ ／ ４８）

生态学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２５ ００％
（１ ／ ４）

２５ ００％
（１ ／ ４）

５０ ００％
（２ ／ ４）

生物机电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机械设计及理论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 １０）

９０ ００％
（９ ／ １０）

１０ ００％
（１ ／ １０）

０ ００％
（０ ／ １０）

农业机械化工程 ９２ ３１％
（１２ ／ １３）

９２ ３１％
（１２ ／ １３）

０ ００％
（０ ／ １３）

０ ００％
（０ ／ １３）

农业水土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
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农业工程硕士 ８８ ８９％
（８ ／ ９）

８８ ８９％
（８ ／ ９）

０ ００％
（０ ／ ９）

０ ００％
（０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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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汽车与
交通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４４％
（１７９ ／ １８０）

９５ ００％
（１７１ ／ １８０）

１ ６７％
（３ ／ １８０）

２ ７８％
（５ ／ １８０）

车辆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４ ／ ５４）

９８ １５％
（５３ ／ ５４）

１ ８５％
（１ ／ ５４）

０ ００％
（０ ／ ５４）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工程热物理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９５ ８３％
（２３ ／ ２４）

９５ ８３％
（２３ ／ ２４）

０ ００％
（０ ／ ２４）

０ ００％
（０ ／ ２４）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９ ／ １９）

８４ ２１％
（１６ ／ １９）

１０ ５３％
（２ ／ １９）

５ ２６％
（１ ／ １９）

动力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２５ ／ ２５）

９２ ００％
（２３ ／ ２５）

０ ００％
（０ ／ ２５）

８ ００％
（２ ／ ２５）

车辆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４８ ／ ４８）

９５ ８３％
（４６ ／ ４８）

０ ００％
（０ ／ ４８）

４ １７％
（２ ／ ４８）

能源与
动力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 ００％
（７１ ／ ７１）

８７ ３２％
（６２ ／ ７１）

０ ００％
（０ ／ ７１）

１２ ６８％
（９ ／ ７１）

流体力学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工程热物理 １００ ００％
（１１ ／ １１）

６３ ６４％
（７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３６ ３６％
（４ ／ １１）

热能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９ ／ ９）

８８ ８９％
（８ ／ ９）

０ ００％
（０ ／ ９）

１１ １１％
（１ ／ ９）

动力机械及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６６ ６７％
（２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３３ ３３％
（１ ／ ３）

流体机械及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２１ ／ ２１）

９０ ４８％
（１９ ／ ２１）

０ ００％
（０ ／ ２１）

９ ５２％
（２ ／ ２１）

化工过程机械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动力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８ ／ １８）

９４ ４４％
（１７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５ ５６％
（１ ／ １８）

材料科学
与

工程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８８％

（１７７ ／ １７９）
９３ ３０％
（１６７ ／ １７９）

０ ５６％
（１ ／ １７９）

５ ０３％
（９ ／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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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材料科学
与

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９５ ４５％
（２１ ／ ２２）

９５ ４５％
（２１ ／ ２２）

０ ００％
（０ ／ ２２）

０ ００％
（０ ／ ２２）

材料物理与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７５ ００％
（３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２５ ００％
（１ ／ ４）

材料学 １００ ００％
（６０ ／ ６０）

９３ ３３％
（５６ ／ ６０）

１ ６７％
（１ ／ ６０）

５ ００％
（３ ／ ６０）

材料加工工程 ９６ ４３％
（２７ ／ ２８）

９２ ８６％
（２６ ／ ２８）

０ ００％
（０ ／ ２８）

３ ５７％
（１ ／ ２８）

钢铁冶金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有色金属冶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材料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５４ ／ ５４）

９６ ３０％
（５２ ／ ５４）

０ ００％
（０ ／ ５４）

３ ７０％
（２ ／ ５４）

冶金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７５ ００％
（６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２５ ００％
（２ ／ ８）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１５％
（１５９ ／ １６２）

９４ ４４％
（１５３ ／ １６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６２）

３ ７０％
（６ ／ １６２）

电气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３３ ／ ３３）

９６ ９７％
（３２ ／ ３３）

０ ００％
（０ ／ ３３）

３ ０３％
（１ ／ ３３）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６６ ６７％
（２ ／ ３）

６６ ６７％
（２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信号与信息处理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控制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９５ ４５％
（２１ ／ ２２）

８６ ３６％
（１９ ／ ２２）

０ ００％
（０ ／ ２２）

９ ０９％
（２ ／ ２２）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１００ ００％
（２１ ／ ２１）

１００ ００％
（２１ ／ ２１）

０ ００％
（０ ／ ２１）

０ ００％
（０ ／ ２１）

生物医学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电气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３８ ／ ３８）

９４ ７４％
（３６ ／ ３８）

０ ００％
（０ ／ ３８）

５ ２６％
（２ ／ ３８）

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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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控制工程硕士 ９７ ０６％

（３３ ／ ３４）
９４ １２％
（３２ ／ ３４）

０ ００％
（０ ／ ３４）

２ ９４％
（１ ／ ３４）

食品与
生物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５ ／ １０５）

９３ ３３％
（９８ ／ １０５）

２ ８６％
（３ ／ １０５）

３ ８１％
（４ ／ １０５）

生物学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食品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４８ ／ ４８）

９３ ７５％
（４５ ／ ４８）

２ ０８％
（１ ／ ４８）

４ １７％
（２ ／ ４８）

食品科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４ ／ １４）

９２ ８６％
（１３ ／ １４）

０ ００％
（０ ／ １４）

７ １４％
（１ ／ １４）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８０ ００％
（４ ／ ５）

２０ ００％
（１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食品安全与营养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食品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２９ ／ ２９）

９３ １０％
（２７ ／ ２９）

３ ４５％
（１ ／ ２９）

３ ４５％
（１ ／ ２９）

食品加工与安全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粮食、油脂及植物蛋白
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环境与
安全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 ００％
（６７ ／ ６７）

９２ ５４％
（６２ ／ ６７）

４ ４８％
（３ ／ ６７）

２ ９９％
（２ ／ ６７）

环境科学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安全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环境科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 １０）

９０ ００％
（９ ／ １０）

０ ００％
（０ ／ １０）

１０ ００％
（１ ／ １０）

环境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２２ ／ ２２）

９５ ４５％
（２１ ／ ２２）

４ ５５％
（１ ／ ２２）

０ ００％
（０ ／ ２２）

安全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７５ ００％
（３ ／ ４）

２５ ００％
（１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环境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９ ／ １９）

８９ ４７％
（１７ ／ １９）

５ ２６％
（１ ／ １９）

５ ２６％
（１ ／ １９）

计算机科学
与通信工程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９ １８％
（１２１ ／ １２２）

９５ ９０％
（１１７ ／ １２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２）

３ ２８％
（４ ／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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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计算机
科学与
通信工程
学院

软件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电路与系统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５０ ００％
（１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５０ ００％
（１ ／ ２）

通信与信息系统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 １６）

９３ ７５％
（１５ ／ １６）

０ ００％
（０ ／ １６）

６ ２５％
（１ ／ １６）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计算机系统结构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计算机应用技术 １００ ００％
（４３ ／ ４３）

１００ ００％
（４３ ／ ４３）

０ ００％
（０ ／ ４３）

０ ００％
（０ ／ ４３）

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计算机技术硕士 ９７ ０６％
（３３ ／ ３４）

９４ １２％
（３２ ／ ３４）

０ ００％
（０ ／ ３４）

２ ９４％
（１ ／ ３４）

软件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８３ ３３％
（５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１６ ６７％
（１ ／ ６）

理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８ ０８％
（５１ ／ ５２）

８２ ６９％
（４３ ／ ５２）

１１ ５４％
（６ ／ ５２）

３ ８５％
（２ ／ ５２）

统计学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基础数学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计算数学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应用数学 １００ ００％
（２２ ／ ２２）

８１ ８２％
（１８ ／ ２２）

１３ ６４％
（３ ／ ２２）

４ ５５％
（１ ／ ２２）

运筹学与控制论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７５ ００％
（３ ／ ４）

２５ ００％
（１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物理电子学 １００ ００％
（７ ／ ７）

５７ １４％
（４ ／ ７）

２８ ５７％
（２ ／ ７）

１４ ２９％
（１ ／ ７）

系统工程 ９１ ６７％
（１１ ／ １２）

９１ ６７％
（１１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土木工程
与

力学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 ００％
（５０ ／ ５０）

８８ ００％
（４４ ／ ５０）

６ ００％
（３ ／ ５０）

６ ００％
（３ ／ ５０）

固体力学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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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土木工程
与

力学学院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固体力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 １６）

８７ ５０％
（１４ ／ １６）

６ ２５％
（１ ／ １６）

６ ２５％
（１ ／ １６）

工程力学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结构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７ ／ ７）

８５ ７１％
（６ ／ ７）

１４ ２９％
（１ ／ ７）

０ ００％
（０ ／ ７）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
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７ ／ １７）

８２ ３５％
（１４ ／ １７）

５ ８８％
（１ ／ １７）

１１ ７６％
（２ ／ １７）

化学化工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 ００％
（１１２ ／ １１２）

８７ ５０％
（９８ ／ １１２）

０ ８９％
（１ ／ １１２）

１１ ６１％
（１３ ／ １１２）

清洁能源与环境保护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无机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 １６）

５０ ００％
（８ ／ １６）

６ ２５％
（１ ／ １６）

４３ ７５％
（７ ／ １６）

分析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８７ ５０％
（７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１２ ５０％
（１ ／ ８）

有机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 １０）

９０ ００％
（９ ／ １０）

０ ００％
（０ ／ １０）

１０ ００％
（１ ／ １０）

物理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７ ／ ７）

１００ ００％
（７ ／ ７）

０ ００％
（０ ／ ７）

０ ００％
（０ ／ ７）

化学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化学工艺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６６ ６７％
（２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３３ ３３％
（１ ／ ３）

应用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４ ／ １４）

１００ ００％
（１４ ／ １４）

０ ００％
（０ ／ １４）

０ ００％
（０ ／ １４）

工业催化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环境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环境科学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化学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３９ ／ ３９）

９２ ３１％
（３６ ／ ３９）

０ ００％
（０ ／ ３９）

７ ６９％
（３ ／ ３９）

管理学院学院合计 ９９ ００％
（９９ ／ １００）

９７ ００％
（９７ ／ １００）

０ ００％
（０ ／ １００）

２ ００％
（２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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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物流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管理科学与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５４ ／ ５４）

９８ １５％
（５３ ／ ５４）

０ ００％
（０ ／ ５４）

１ ８５％
（１ ／ ５４）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
管理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企业管理 ９４ ４４％
（１７ ／ １８）

９４ ４４％
（１７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技术经济及管理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８０ ００％
（４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２０ ００％
（１ ／ ５）

行政管理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工商管理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财经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１ ５０％
（１４０ ／ １５３）

８９ ５４％
（１３７ ／ １５３）

１ ３１％
（２ ／ １５３）

０ ６５％
（１ ／ １５３）

经济系统分析与创新
管理

８８ ２４％
（１５ ／ １７）

８８ ２４％
（１５ ／ １７）

０ ００％
（０ ／ １７）

０ ００％
（０ ／ １７）

金融学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产业经济学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国际贸易学 ７３ ３３％
（１１ ／ １５）

７３ ３３％
（１１ ／ １５）

０ ００％
（０ ／ １５）

０ ００％
（０ ／ １５）

统计学 ９０ ９１％
（１０ ／ １１）

９０ ９１％
（１０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应用统计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资产评估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会计学 ９４ １２％
（１６ ／ １７）

８８ ２４％
（１５ ／ １７）

０ ００％
（０ ／ １７）

５ ８８％
（１ ／ １７）

会计硕士 ９３ ９０％
（７７ ／ ８２）

９１ ４６％
（７５ ／ ８２）

２ ４４％
（２ ／ ８２）

０ ００％
（０ ／ ８２）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５ １２％
（３９ ／ ４１）

８０ ４９％
（３３ ／ ４１）

１２ ２０％
（５ ／ ４１）

２ ４４％
（１ ／ ４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 １０）

７０ ００％
（７ ／ １０）

２０ ００％
（２ ／ １０）

１０ ００％
（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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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９２ ３１％
（１２ ／ １３）

７６ ９２％
（１０ ／ １３）

１５ ３８％
（２ ／ １３）

０ ００％
（０ ／ １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１００ ００％
（７ ／ ７）

８５ ７１％
（６ ／ ７）

１４ ２９％
（１ ／ ７）

０ ００％
（０ ／ ７）

思想政治教育 ９０ ９１％
（１０ ／ １１）

９０ ９１％
（１０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０ ００％
（０ ／ １１）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１００ ００％
（２８ ／ ２８）

７８ ５７％
（２２ ／ ２８）

２１ ４３％
（６ ／ ２８）

０ ００％
（０ ／ ２８）

艺术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６ ５５％
（２８ ／ ２９）

７２ ４１％
（２１ ／ ２９）

２０ ６９％
（６ ／ ２９）

３ ４５％
（１ ／ ２９）

美术学 １００ ００％
（９ ／ ９）

８８ ８９％
（８ ／ ９）

１１ １１％
（１ ／ ９）

０ ００％
（０ ／ ９）

设计艺术学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５０ ００％
（３ ／ ６）

３３ ３３％
（２ ／ ６）

１６ ６７％
（１ ／ ６）

工业设计工程硕士 ９２ ８６％
（１３ ／ １４）

７１ ４３％
（１０ ／ １４）

２１ ４３％
（３ ／ １４）

０ ００％
（０ ／ １４）

教师教育
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 ００％
（２０ ／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０ ／ ２０）

０ ００％
（０ ／ ２０）

０ ００％
（０ ／ ２０）

教育学原理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课程与教学论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高等教育学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医学院

学院合计 ９５ ６０％
（１７４ ／ １８２）

８６ ８１％
（１５８ ／ １８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８２）

８ ７９％
（１６ ／ １８２）

生理学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８０ ００％
（４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２０ ００％
（１ ／ ５）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免疫学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６２ ５０％
（５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３７ ５０％
（３ ／ ８）

病原生物学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７５ ００％
（３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２５ ００％
（１ ／ ４）

内科学 １００ ００％
（２４ ／ ２４）

８７ ５０％
（２１ ／ ２４）

０ ００％
（０ ／ ２４）

１２ ５０％
（３ ／ ２４）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临床检验诊断学 ９６ ６７％
（２９ ／ ３０）

８６ ６７％
（２６ ／ ３０）

０ ００％
（０ ／ ３０）

１０ ００％
（３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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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医学院

外科学 １００ ００％
（１２ ／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２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妇产科学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肿瘤学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麻醉学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内科学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８ ／ １８）

１００ ００％
（１８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儿科学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５ ／ ５）

６０ ００％
（３ ／ ５）

０ ００％
（０ ／ ５）

４０ ００％
（２ ／ ５）

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 ７９ ３１％
（２３ ／ ２９）

７２ ４１％
（２１ ／ ２９）

０ ００％
（０ ／ ２９）

６ ９０％
（２ ／ ２９）

外科学硕士 ９４ ４４％
（１７ ／ １８）

９４ ４４％
（１７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０ ００％
（０ ／ １８）

妇产科学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肿瘤学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麻醉学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全科医学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药学院

学院合计 １００ ００％
（４６ ／ ４６）

９５ ６５％
（４４ ／ ４６）

０ ００％
（０ ／ ４６）

４ ３５％
（２ ／ ４６）

制药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１５ ／ 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５ ／ １５）

０ ００％
（０ ／ １５）

０ ００％
（０ ／ １５）

药物化学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１００ ００％
（４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０ ００％
（０ ／ ４）

药剂学 １００ ００％
（９ ／ ９）

１００ ００％
（９ ／ ９）

０ ００％
（０ ／ ９）

０ ００％
（０ ／ ９）

生药学 １００ ００％
（８ ／ ８）

８７ ５０％
（７ ／ ８）

０ ００％
（０ ／ ８）

１２ ５０％
（１ ／ ８）

药理学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１００ ００％
（３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０ ００％
（０ ／ ３）

中药学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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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其中

协议就业率 灵活就业率 升学出国率
药学院 １００ ００％

（６ ／ ６）
８３ ３３％
（５ ／ ６）

０ ００％
（０ ／ ６）

１６ ６７％
（１ ／ ６）

流体机械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学院合计 ９０ ７７％
（５９ ／ ６５）

８６ １５％
（５６ ／ ６５）

０ ００％
（０ ／ ６５）

４ ６２％
（３ ／ ６５）

化工过程机械 ９０ ３８％
（４７ ／ ５２）

８４ ６２％
（４４ ／ ５２）

０ ００％
（０ ／ ５２）

５ ７７％
（３ ／ ５２）

水利水电工程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０ ００％
（０ ／ １）

动力工程硕士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０ ００％
（０ ／ ２）

９０ ００％
（９ ／ １０）

９０ ００％
（９ ／ １０）

０ ００％
（０ ／ １０）

０ ００％
（０ ／ １０）

生命科学
研究院

学院合计

生物学 １００ ００％
（３４ ／ ３４）

９１ １８％
（３１ ／ ３４）

５ ８８％
（２ ／ ３４）

２ ９４％
（１ ／ ３４）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１００ ００％
（３１ ／ ３１）

９０ ３２％
（２８ ／ ３１）

６ ４５％
（２ ／ ３１）

３ ２３％
（１ ／ ３１）

科技信息
研究所 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７５ ００％

（９ ／ １２）
７５ ００％
（９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０ ００％
（０ ／ １２）

（撰稿人：张　 怡　 沈春雨　 核稿人：杨志春）

奖学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国家奖学金：
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３０ ０００元／人）

!"#$%

唐昀青　 周王凡　 吴刘军
&'#$%

杜晓娇　 鹿永宗
()#$%

华一丁
*+#$%

倪　 丹　 徐东波
,-#$%

洪远志　 李　 毅　 张从林
./#$%

徐高红　 凌志健
01#$%

杨　 雪　 李欢欢　 罗孝平
23#$%

赵晓旭
45!#$%

张飞飞

67#$%

李兴家
89#$%

狄　 俊　 朱　 志
:;#$%

许兴龙　 苏文成
<=#$%

张林荣
>#$%

别庆丽　 周静东
?@AB%

卢永刚　 顾延东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国家奖学金：
硕士研究生获奖名单（２０ 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温　 娟张文昊王兴华蒋诗宇
董金耀邓维维王作伟段海峰
赵　 前姜英杰罗亚鹏邓永泉
洪　 红赵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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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徐习习　 魏纯才　 齐惠冬　 宋俊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苏伯凯陈　 彪卢山峰丁　 浩
邵　 凯刘昌宁顾林波吴雪刚
侯刘闻迪何　 娟梅丛蔚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夏　 ?邵长胜郭鹏明徐贵生
于　 蕾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文智征圣全付彦惠陈　 明
杨永刚张　 帅薛嗣康程江峰
李晓芳张瑞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刘　 陆蒋　 山罗建华杜鑫鑫
丛孙丽王　 玮管佳宁孟祥利
王丹辉王　 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瑶瑶袁　 璐杨明秀孙　 浩
代娅婕李婷婷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周嘉伟　 朱暖飞　 宜坚坚　 吴　 婷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宗炜雯许国朋杨桢栋万爱兰
华　 蕾周雨楠张亦弛

理学院
张发祥陈　 悦夏建平王晓倩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陈振阳　 马国鑫　 褚天舒

化学化工学院
荣　 坚钱坤岳学杰胡靖
马晓东王莹莹王晨

管理学院
李军强张梦娟李莉朱晓雯
李昊赵子琪徐益斌

财经学院
尹琪璐邹钰陆金龙苏慧
谢坤张梅胡凌翔金涛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宏雷李凤梅

法学院
沈卫华

外国语学院
陆品超刘敏

艺术学院
刘晓丹邹雁南

教师教育学院
常娜王晓燕

医学院
蒋孟林何品芳连欣悦梁炜
张志辉李希茜李文亮石映红

第一临床医学院
姚舜张华峰

药学院
陈嘉欣朱文慧唐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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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熊志翔张霞陈宗贺李科
赵晓凡

生命科学研究院
葛奇章润芸

科技信息研究所
魏悦

（撰稿人：胡亚民核稿人：沈阳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国家奖学金：
本科生获奖名单（８ 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李　 想盛佳男王小莹李天癑
冯广煜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王俊杰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王为凯闫梦如潘宇豪吕强
杨宵祺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仇兴雷季均唐若月魏爱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商枝坤王　 闯张慧慧周之期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纪友州诸　 言薛　 瑞王子淳
郭一嘉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张宇皓魏晓鸥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杨鸣凤卢　 露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吴　 楠王志忠齐妍薇孙伟峰
杨丽丽

理学院
孙春雷邹嘉辉吴佰慧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孙佳宁章思婷

化学化工学院
陈　 妍王航宇

管理学院
陈丹黎周丽金余　 丽刘凌燕
史　 恽博文

财经学院
吴佳棋刘茜茜关荣迪潘慧凡
张艳丽殷　 贺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陶　 瑞

法学院
刘　 丹吉　 蕾

文学院
明　 萌陈博聪

外国语学院
吴铭明周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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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
毛芳怡顾爽甜王　 敏

教师教育学院
吴淑敏

医学院
彭　 昕许　 莹尹思琪钱嘉莉
汪竹涛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严　 洋

药学院
王　 淙朱　 蓉

京江学院
程晓茜王俊娴陆金烨

无锡机电学院
周叶凡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学生名单（５ 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范林生王　 晶杨　 禹琚灵钊
廖兆强王　 萱郭东癑胡才会
范明伟王孟妮龚道磊钱　 程
李　 涛王梦宇刘　 涵段伟东
舒　 欢柳雨肃徐　 鹏杨　 萍
刘明星王传玉刘怀乐康　 俊
袁慧洁赵　 琳罗次柱李　 想
徐　 祥李义丽谢　 兵毛宇翔
李玉霞焦建祥牛景乐
艾科代·大毛拉吴庆文陈　 飘
崔　 瑞黄建斌杜婷婷朱　 可
丁应超杨晓琼叶　 昕任朝阳

许金堡时　 光徐　 颖吴　 蓉
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韦运余
邓坚锋严旭平朱　 栋王　 昭
焦加飞许晓伟杨泗华李前奇
钟华英熊杭锋杨　 柳赵晓琪
李奇灵杨瑞雪何梦虎苏俊杰
陈加徐李虹霞李慧玲赖泽豪
张宇印张宁宁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仲维鑫李　 宇陈媛媛张潆引
赵慧敏张　 超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宁　 涛房洪芹臧　 勇高　 靖
李俊妮陈向阳郝慧敏郁　 浩
朱彦霖李　 洋汪树勋金志玲
杨　 宁陈　 晨余　 浩陈锦标
倪思佳严　 锋唐彦軻卜纯研
齐军杰余雪连汪允浩崔义忠
赵宇橙廖冬梅李　 全梁　 聪
孙　 东赵浩鹏梁丽丽陈　 杰
钟根鹏张　 瑶裴建华徐　 颖
韩大双邬江陵彭满才杨蕊毓
姬志婧沈继伟马腾云陈　 雷
柴欣月陆大勇胡　 凯邢冬雪
周　 浩黄　 曜章昊晨孙　 瑞
马志远胡　 凯胡茂凡安美生
郑　 科陈新堂汪文祥宋晓霞
石佑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甘　 甜张　 欣叶世红古小玲
程　 彪蔡迎红吴　 琳明祥栋
彭　 蕾陈　 颖程晓婕黄朝君
裴　 帅王朝威谢　 金黄发庭
吴洪雷魏红伟李秀秀苗娇娇
樊　 静李　 盼徐希魏陈春辉
郭孟月杨露露岳修鹏赵康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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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　 浪魏爱博朱　 彤王凯丽
殷云潇艾发强王晓洁李美君
张乾坤许笑杰邵丽丽林健敏
蒋帅杰胡纪伟徐　 超李飞扬
邝锡金郝旭波蒋宁静曹　 喻
王跃成芮　 璐陈智群戚远里
龙　 康陈冬连罗　 杨桂　 铠
何旭鹏赵利霞于江鹏韩佳丽
陈　 飞张艾嘉郑　 诺钱振华
于龙杰胡栓虎胡　 兵聂丹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昊宋生超郑　 超马翼飞
徐林红郑　 潇王鹏峰徐　 巍
赵英鑫潘兰兰岳亚妹牟姝妤
魏鲁琳张佳瑜谭国龙史淑静
韦旭朴李睿锴杨福利刘　 可
余培斌赵文涛顾　 超黎建麟
蒋　 涛王晓磊周　 旋彭　 波
李命遥马进进陈鹏辉何昱昌
张馨月汪志英许生凯袁　 欣
陈亚楠

(

秋桐龚晓花桂　 香
王伟东张玲玲段旭斌吴亭慧
张慧慧曾　 鹏徐小唐张　 丹
胡梦婷任艳霞王　 癑宁　 乐
刘荣娟程婷婷张萱萱卢青俊
钟　 敏何文博杨露瑶邱晓艳
吴海涛刘　 浩罗　 聪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翟芳芳熊佳旺张　 猛冯云华
热比亚·斯马义刘云飞刘梦阳
王万丁张欣茹赖　 恒贾宇浩
苏　 辉韩　 静毛晨阳王　 权
李　 滔陈小君余小兰王笃乐
周灿鲁郑锐剑梁彩霞王乐乐
于　 笑伊力汗木·艾尼陈　 瑶
强　 蕾韩欣雯谢　 超苟香妹
徐先宝郝晓瑾王宁宁张生鹏

候珍珍高　 敏杨锴锋张小青
张礼帅张高飞王　 丁向山平
张　 静施天灵周伟伟郝　 亮
路新男王　 军张超凡彭　 球
吴德雅张　 旭杨艺卓徐　 慧
井鹏飞陈　 跃杨金波张世义
李学文李其贤高阿康张　 敏
王佳明梁露露姚　 甜刘超群
肖向华曾小霜刘　 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刘　 芬张晓瑞林警威陈　 萍
侯昭志宋梦清王　 鑫平佳婵
赵丽霞覃飘燕徐婉茹钱艳莹
辛禹洁张俊俊张运莲王秀平
王　 春王珊珊唐川惠王　 莹
白雪霞王　 丽田冰辉金凌雪
甘子玉曾椿淋乔泽茹钟永梅
张　 苗蔡佳惠李加琪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章仕杰杭　 晔方龙洋李　 赫
吴　 俊徐仲亮武瑞华韩　 冰
杜嘉成马顺博李凯祥董莹莹
徐　 鹏叶鸽鸽赵　 刚周　 涛
王红强卢　 露高　 雅陈文卉
朱平忠高　 铖毛　 伟曹无敌
赵艳超王　 嘉颜梦娇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李　 唱鱼　 蕾秦晓燕黄　 彬
郑　 琴武静雯徐红主刘效谷
刘章磊吴丽群谷　 佳曹　 毅
吴　 鑫李　 凯章新洁王　 歌
王　 珂张建斌洪锦堆赵红娜
董俊杰南　 燕王　 康王志忠
朱庆红高凯雪耿东飞张　 英
王红欢朱文星饶利婷施　 璜
王玫娟和肖敏李　 鹃包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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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维成吴超峰金洪影黄睿岚
田　 红寇俊娇娄云敬彭　 婧
祖婉婉肖　 鑫韩文习陈　 袁
马春莲武旭妹丁凌森陈　 思
吕　 麒袁亚娟郭士坤杜　 帆
吴季红袁　 薇陆　 健赵德强
候艳霞李　 瑞陈霞晖梁　 钱
俞文慧

理学院
陈莉莉张会会王学银胡　 颖
沈丹丹张丽娜李　 鹏毛本强
钱　 宏徐　 苏石　 静张志文
孙春雷姜　 玉徐　 倩程丹丹
卢　 莉刘　 洁韩　 雁秦方怡
王玉媛黎　 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杨凯逊吴明勇王　 娜康志斌
蒋政轩李秉乾李　 扬赵　 玮
李学征王玢莹仲　 亮陆如霞
段慧敏胡朝磊秦月波李姗姗
刘　 刚李苏畅李婷婷李卓信
王　 鹏顾月琴王　 洁

化学化工学院
方俊佳申阿慧熊传江王明伟
汪　 玮王　 婷王荣荣王东东
徐雨艳赵汝燕靳建兵张真真
田　 癉陆春花赵泽润高蒙蒙
袁太艳胡家明陈倩倩杨　 乐
牛浩婷代常浩杨少霞陈　 妍
贺　 强杨晓庆巩新池

管理学院
梁海燕王童俊郭海望曹晓晓
陈艳华郭　 萍梁雪娟赵　 梦
陈佳佳张甜甜潘　 晶杨　 欢
赵　 聪王苏睿潘倩红白莹莹

刘路路龙　 欢赵丽丽罗　 洋
陈　 静李　 静张译丹魏　 笑
余　 丽施　 雨陆国鑫杨　 轩
徐学玉刘子鮬王淑君杨洁俗
卜另文李晓辉陈恒恒王丹丹
龙亦青柴旭涛刘　 琼张玉婉
杜云杰方　 超丁　 敏郑　 聪
顾霜霜覃正虹曹琦棵王　 涵
贾　 珊周慧君杨春花陈娅锋
邹玉凤唐　 然刘建月刘露娜
毕春艳宋海艳王娟娟吴丽娜
陈红玲缪亚文王林玉于思洁
王　 婷丁　 洁黎翠妍刘向丽
朱丽丽陈珈慧茅婷婷胡富豪
秦艳凤孙永闯戴　 蓉盛赛赛
蔡承元毛　 芳

财经学院
吴　 翠翟　 笠池方圆孙凯伦
朱　 静夏秋艳祁跃男朱　 珠
彭佳莹马　 玲王　 瑶王　 艳
张安红刘银银胡佳佳徐佳丽
康　 晓段瑞佳陈丽婧易嘉慧
张冬芹孙梦珂黄丽娜唐　 欢
魏云玲乐竟进李凤娇章　 鹤
马晨虹霍雪文刘红梅王丛庆
赵丽臖贾红风曹晓慧万众兴
陈　 慧胡　 杰于丽虹王相芳
刘　 茜史　 靖郑丽云汤　 云
闻　 媛金　 宁赵　 莹吉玉雪
季慧慧李莉莉高　 丽余　 苹
黄　 涛尹晓铆刘　 杰方雪婷
吴　 甜焦应茹杭永胜李娅婷
娄飘飘张丹丹孟文慧姬星星
谷亚玲冯雪梅唐　 杏庄梦月
魏扬帆陆秀羽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方方焦　 娇陶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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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周　 畅黄春蕾马智勇游佳文
周　 花魏晓莉陈梦纳魏　 萌
孙胜楠张佳玉张晓琦李　 娜
吴　 杰李　 宁刘亚平谷婷婷
周燕莉牟　 欢宋时仙苏媛媛

文学院
张　 楠王佳琴毛天培梁冬雨
雷　 敏徐晓晓刘　 惠李　 翔
吴国伟郭宇芳陈嘉琪张艳如
王　 婷谷　 亮

外国语学院
张柳柳刘　 静周静静刘露巧
吴科慧赵惠玲冯　 庆韩明明
杨　 扬崔　 丹彭筱琨杨　 柳
葛　 珊李兰兰易新语王玉雪
朱孟丹梁　 钰谷琳玉缪东菊
张?莉赵珂心胡小雪

艺术学院
王丽娜毛丹妮朱建伟唐　 超
程思瑜毕巧梦郑泽君余其森
杨　 健方雅明归超群郭　 威
韩立超葛江云沈宇杰张慧帝
张　 楠曲洪川李　 月胡亚斌
王新娜齐振振李印妮邢娟娟
张玉洁魏祥超李晓琳夏琴琴
蔡世杰王　 帆严桂芳郭　 佳
陈桂丽王彦东肖　 娅谈春梅
梁森炎张硕原

教师教育学院
韦　 靓靳　 影柳昌灏

医学院
陈妍秀左晨艳余琪琪季　 琴
李　 静李　 含王慧源袁苗苗
李朱萌张　 迪赵　 彤王慧之

蔡珍生邱雪莲殷　 倩孙　 浩
孙　 奕刘玉婉邵　 孟姚春芳
周雯雯黄日清赵梦梦周新茹
邹志云杨世伟沈义兰何腊梅
文纤纤周　 露李　 彦王　 敏
邹晶莹李　 程彭　 昕刘燕晓
吴　 项平平王亚捷徐子璇
蒋　 艳赵汉新崔宇晴孟　 欢
徐肖杨孔慧娟汪浩洋张　 露
王　 宠姜莉玲侯　 楠李桃琼
刘　 赛薛　 建祖日古丽·加帕
李彦彦沈　 聪柯美霞芦　 娟
杨　 颖史春璐周　 楠徐玲玲
朱倩玉尹海宁吴　 心丁丽颖
陆慧玲

第一临床学院
沈　 利王艳泓李无迪

药学院
黄春慧田向荣李学勇邵凤霞
郑甜碧尹莹莹梁树琴董晓晶
侯雨辛宋文俊
买尔哈巴·买买提于庆梅
乐敏芝刘　 尖王　 凯钟海清
魏君楠殷　 蕤李晓倩王肖楠
廖明春刘　 鹏许文齐赵　 丹
李　 洋李　 艳邓彤彤韦春梅
李红杰陈立婷马改玲王凯丽
徐利丽曹方引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倪徐进胡　 景张苏峰周　 乾
侯祥祥许　 癑王茂森李　 博
王　 博冒云鹏杨凌云田绪亮
黄梦圆史　 杰文　 猛郭耿瑞
陈占富刘子闻司业睿葛志勇
李　 欢胡春玉

（撰稿人：张　 芬　 沈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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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社会奖助学金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６ ０００元二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２ ０００元

常柴
奖学金

电气学院１６ ０００ ５ 浦　 芸 顾明昌　 张晨光 段永辉　 肖文怡
管理学院１８ ０００ ６ 吉萌蕾 杨欣琦　 陈佳玲 佘靖雯　 渠娴娴　 张逸群
机械学院１４ ０００ ４ 陈　 凯 张　 贺　 苏　 扬 於伟杰
农装学院２ ０００ １ 刘晓霞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８ ０００元二等奖学金５ 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２ ０００元

正昌
奖学金

材料学院９ ０００ ３ 陈文静 郑　 波　 王鹏飞

机械学院７２ ０００ ２１ 任　 慧　 许　 伟
顾传彬

孟思华　 蒋　 婷
沈志豪　 费铖邦

杨泗华　 柳雨肃　 杜家龙
刘怀乐　 杨　 禹　 吴庆文
陈灵星　 毛宇翔　 陈　 飘
张孝哲　 段海峰　 贾伟杰

谢中敏　 于永慧

管理学院３０ ０００ ９ 徐彤彤 陈丹黎　 许诗薇 周诗文　 余琴　 束海艳
吴丽娜　 刘　 悦　 李文倩

食品学院９ ０００ ３ 吴继忠 杨　 岚　 梁妮妮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４ 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２ ０００元

“江大蜂
胶”奖助
学金

材料学院２ ０００ １ 罗　 聪
财经学院８ ０００ ３ 汪　 澜 钱　 瑶　 张博博
电气学院６ ０００ ２ 赵渊蕊 王子淳
管理学院４ ０００ １ 刘亚飞
化工学院２ ０００ １ 连旭东
环安学院６ ０００ ２ 曹无敌 桂　 程
机械学院２ ０００ １ 杨振宇
计算机
学院 ４ ０００ ２ 闫　 鑫　 俞文慧

教师教育
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潘　 枫

理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赵　 忆
医学院１２ ０００ ４ 金　 倩　 万　 戎 胡　 杰　 胡　 凡
马克思
主义学院２ ０００ １ 黄千千

能动学院４ ０００ １ 殷云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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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４ 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２ ０００元

“江大蜂
胶”奖助
学金

汽车学院２ ０００ １ 王　 军
食品学院４ ０００ ２ 依帕热·居来提　 郭丽娜
土力学院６ ０００ ２ 邹海涛 崔娜娜
外国语
学院 ６ ０００ ２ 马晨晨 朱艳萍

文法学院６ ０００ ２ 张赢珠 向　 肖
药学院 ６ ０００ ２ 刘　 尖 葛莹莹
艺术学院６ ０００ ２ 谈春梅 曹　 卫
京江学院４ ０００ ２ 冯金超　 王　 尧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２ ０００元

“两个共
产党员”
助学金

计算机
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王　 珂

文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王　 楠
能动学院２ ０００ １ 李进富
外国语
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郝开拓

医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李无迪

“龙腾
卓越”
奖助学金

电气学院８ ０００ ４ 朱春宇　 施天灵　 李君妍　 查志豪
机械学院６ ０００ ３ 朱　 可　 许金堡　 冒雯祥
能动学院８ ０００ ４ 王毅琳　 洪鹏　 曹　 云　 徐　 超
汽车学院８ ０００ ４ 潘宇豪　 邵天予　 芮　 涛　 张陈敏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 ０００元

校关工委
“时雨社”
助学金

材料学院２４ ０００ ８ 刘芮言　 李超湘　 熊有霖　 李　 寿　 段旭斌　 马腾云　 李应龙
王振忠

财经学院２１ ０００ ７ 熊邦敏　 孙　 远　 木尼热·祖农　 王吉珍　 莫德金　 蒙萌萌　 张雪青

电气学院２１ ０００ ７ 艾合买提·喀斯木　 娜地来·艾沙江　 谢言琴　 张印华　 徐　 欢
王　 军　 李学文

管理学院９ ０００ ３ 周　 叶　 许林锋　 丘世导
环安学院６ ０００ ２ 陈　 理　 李凯祥
机械学院２１ ０００ ７ 赵中秋　 韩　 飞　 高铭锐　 赵　 丹　 尹志超　 林伟伟　 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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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 ０００元

校关工委
“时雨社”
助学金

计算机
学院 １２ ０００ ４ 王　 明　 尚　 业　 戎兴兰　 陈旭升

理学院 ６ ０００ ２ 何丽娟　 赵春旭
能动学院９ ０００ ３ 周希瑞　 龙安城　 冯　 艳
汽车学院１２ ０００ ４ 秦　 坤　 杨建华　 李紫明　 刘鹏婷
食品学院６ ０００ ２ 穆妮热·依明江　 格桑洁
外国语
学院 ６ ０００ ２ 郝开拓　 朱艳萍

文学院 ９ ０００ ３ 黄齐龙　 高金祥　 陈笑妤

药学院１８ ０００ ６ 买尔哈巴·买买提　 康　 措　 郑岩松　 吴　 媛　 任继威
吐尔逊阿依·阿西木

医学院１２ ０００ ４ 高　 洁　 潘莹樱　 吉江红　 阿卜杜赛麦提·素皮
艺术学院６ ０００ ２ 夏　 伟　 邓一梅
京江学院３ ０００ １ 周天楚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元二等奖学金２ 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元

中国电信
奖学金

材料学院４ ０００ ３ 马鸣远 马　 丽　 张鹏飞
财经学院５ ０００ ３ 李　 媛　 陶正兰 蔡林彤
化工学院３ ０００ １ 周固礼
计算机
学院 ６ ０００ ３ 王欣璇 金洪影 李　 鹃

理学院 ７ ０００ ３ 崔　 娇 卢　 莉　 陈莉莉
京江学院３ ０００ ３ 陈必海　 田家煦　 顾喜薇
能动学院２ ０００ １ 王夏菲
汽车学院２ ０００ １ 朱蓝莹
食品学院３ ０００ １ 景张牧
土力学院２ ０００ １ 江留慧
外国语
学院 １ ０００ １ 黄　 炎

文学院 １ ０００ １ 陈　 华
法学院 ２ ０００ ２ 卜国欣　 马智勇
药学院 ２ ０００ ２ 赵倩倩　 周钱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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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元二等奖学金２ 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元

中国电信
奖学金

艺术学院２ ０００ ２ 朱孟臣　 陈扬洋
医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彭　 昕

中国联通
奖学金

材料学院６ ０００ ４ 王庆贺　 黎雪晴 苗　 畅　 郝家乐
财经学院３ ０００ ３ 刘子萱　 张　 畅　 唐　 玲
电气学院２ ０００ ２ 闫丹丹　 邱　 叶
化工学院２ ０００ ２ 刘　 洪　 唐丽丽
医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崔　 玲
环安学院２ ０００ ２ 张鑫　 徐天明
计算机
学院 ３ ０００ ３ 么丽致　 韩文习　 谷　 佳

教师教育
学院 １ ０００ １ 王　 阳

理学院 ３ ０００ ３ 王　 展　 严海萍　 陈腾
马克思
主义学院１ ０００ １ 王晓梦

能动学院３ ０００ ２ 杨兰娟 张雅婷
农装学院１ ０００ １ 刘小明
汽车学院３ ０００ ２ 肖明昭 廖景荣
食品学院３ ０００ ２ 侯昭志 袁　 娇
土力学院１ ０００ １ 梁　 韬
外国语
学院 １ ０００ １ 赵　 晨

法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李紫荆
药学院 ３ ０００ ２ 李学勇 谢胜盛
艺术学院４ ０００ ３ 焦莎莎 周　 敏　 王真凡
京江学院５ ０００ ３ 孙良格　 朱兆剑 谈晓晴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 ０００元

邵仲义
助学金

医学院 ３ ０００ １ 高三美
能动学院３ ０００ １ 王跃成
财经学院３ ０００ １ 马文娟
电气学院３ ０００ １ 郭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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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 ０００元

邵仲义
助学金

计算机
学院 ３ ０００ １ 李欣娟

管理学院３ ０００ １ 顾霜霜
外国语
学院 ６ ０００ ２ 段玉淑　 王玉雪

法学院 ３ ０００ １ 边　 媛
艺术学院３ ０００ １ 史小可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 ０００元

伯藜
助学金

材料学院７５ ０００ １５
陈亚楠　 宫启鸿　 罗功云　 彭子龙　 任艳霞　 涂升宏　 汪志英
王敏玲　 魏甜甜　 邬永霞　 吴长春　 岳亚妹　 张玲玲　 张　 敏

钟　 敏

财经学院１０５ ０００ ２１

蔡国新　 陈运青　 冯路通　 郭余卫　 韩　 露　 韩雁彬　 康　 晓
李华江　 刘红梅　 刘振伟　 唐福东　 魏扬帆

吾木提·阿得力别克　 吴　 江　 杨进兴　 殷　 贺　 殷小娜
张雷张旺　 张　 鑫　 张志远

电气学院１０５ ０００ ２１

陈代磊　 金定富　 李弯弯　 李　 卓　 马　 超　 马兴成　 马宇航
苗娇娇　 热比亚·斯马义　 覃一实　 汤飞详　 王　 珲　 王　 磊
王明瑞　 伍立伟　 肖茜茜　 杨　 浩　 于泽伟　 张文刚　 张亚龙

庄　 永

管理学院１１０ ０００ ２２

曹琦棵　 陈红玲　 单春梅　 郝春杏　 胡忠涛　 焦静云　 拉　 珍
李　 奇　 李玉莹　 彭　 艳　 秦　 洁　 穷吉卓玛　 任宏哲　 吴乾坤
吴香兰　 杨志章　 姚锦霞　 余　 丽　 张兰兰　 张　 寅　 朱文玲

邹金平

化工学院４０ ０００ ８ 戴红江　 豆见英　 海素博　 罗应彪　 冉会平　 伍银环　 翟德发
赵汝燕

环安学院３０ ０００ ６ 高　 强　 李彦平　 卢思慧　 毛　 伟　 孙　 凯　 邹成宇

机械学院７５ ０００ １４
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　 景　 龙　 乔祥山　 丘开旺　 吴庆文
谢　 方　 熊　 刚　 徐雍祺　 于慧慧　 于露露　 张豪爽　 赵建阳

周顺程　 周雪静

计算机
学院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０

曹　 毅　 郭士坤　 候艳霞　 黄睿岚　 黄松林　 兰　 豪　 李成君
刘　 婷　 刘章磊　 马其贵　 申玉洁　 王　 彬　 王大伟　 王　 领

武静雯　 徐月华　 杨旭东　 杨忠本　 张　 杰　 钟永峰

理学院４０ ０００ ８ 陈少坡　 惠伟龙　 刘　 洁　 冉乾伟　 王学银　 王亚楠　 薛茹彬
张海洋

医学院７５ ０００ １５
董照龙　 谷　 莹　 霍连丽　 罗　 凯　 马青梅

玛丽哈巴·阿布力米提　 沈永芳　 孙　 浩　 吴玉娇　 徐玲玲
羊　 帆　 杨华肖　 杨佳丽　 杨培培　 朱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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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 ０００元

伯藜
助学金

马克思
主义学院１５ ０００ ３ 丁良怡　 高方方　 姜甜甜

能动学院８０ ０００ １６
程晓婕　 崔　 云　 付　 炬　 郭书利　 吉星照　 李　 睿　 连中琨
梁国锋　 刘　 阳　 裴　 帅　 戚远里　 王海瑞　 吴　 琳　 张恒毅

张秋霞　 郑娅文
农装学院２０ ０００ ４ 陈军毅　 冯亚文　 刘新旺　 王红达

汽车学院１０５ ０００ ２１
蔡承元　 单茂清　 刁凯凯　 伏雨旋　 贡　 措　 黄小龙　 江绍康
李恒飞　 马天文　 青开灿　 阮永利　 孙坚添　 王吉照　 温林英
肖永春　 杨钰芳　 于　 丹　 张迪彤　 张晶慧　 赵光辉　 朱　 磊

食品学院６０ ０００ １２

阿卜杜穆太力普·阿卜杜拉　 地力胡马力·阿木提　 纪陈陈
李　 斌　 李　 丹　 刘　 芬　 米热巴牙·马合木提

木勒多尔·赛力克　 孙媛　 特勒别来根·沙布尔别克　 王睿远
赵丽霞

土力学院４０ ０００ ８ 阿卜拉·阿卜杜克热木　 戴上秦　 董乾坤　 李姗姗　 李苏畅
孙　 蓉　 吴明勇　 朱　 站

外国语
学院 ３５ ０００ ７ 黄　 炎　 姜秀坤　 蒋海满　 李　 晗　 王海霞　 尹　 航　 臧美琦

文学院１５ ０００ ３ 葛梦洁　 何　 欢　 郑荣荣

药学院４５ ０００ ９ 高建花　 刘国萍　 刘田利　 刘　 燕　 马丽宇　 彭　 云　 宋转转
张继鑫　 周红秋

艺术学院６５ ０００ １３ 葛江云　 龚　 冉　 胡亚斌　 江　 芹　 宋智颖　 汤　 珍　 王　 帆
夏琴琴　 余其森　 张梦凡　 张梦依　 朱孟臣　 邹　 映

教师教育
学院 ２０ ０００ ４ 宋如意　 孙新丽　 张雨晗　 周　 颖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 ０００元

茅山兴
教协会
助学金

医学院 ３ ０００ １ 夏　 浩
土力学院３ ０００ １ 杨凯逊
管理学院３ ０００ １ 施　 雨
汽车学院６ ０００ ２ 方培俊　 刘　 涛
马克思
主义学院３ ０００ １ 朱朝铃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 ０００元

四川科思
助学金机械学院１５ ０００ ３ 柴　 适　 杨　 勋　 张朝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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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２ ０００元

“一位首
批进藏
女兵”
助学金

土木学院２ ０００ １ 罗布青珠
管理学院１０ ０００ ５ 白玛央宗　 达娃央金　 白玛卓玛　 普布扎西　 嘎桑尼玛
药学院 ４ ０００ ２ 次仁措姆　 康　 措
汽车学院４ ０００ ２ 扎　 桑　 格桑曲措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４ ０００元 二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元

福隆
奖学金医学院５０ ０００ １５

高　 洁　 王小铃
柴　 晶　 薛　 建

芦　 娟
蒋梦迪　 韦杏佳　 夏　 浩　 赵家琪　 王　 静
徐　 婷　 胡宁芬　 于　 倩　 刘燕晓　 尹海宁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３ ０００元 二等奖２ ０００元

福隆
助学金医学院５０ ０００ ２０

屠国占　 席　 可
宋芳芳　 周新茹
马青梅　 王姣姣
郑明军　 马　 莉
王俊玲　 王　 宠

李双玲　 李月梅　 夏雪莉　 李壮发　 孟兰藏
李　 敏　 索　 龙　 周福康　 王亚捷　 王春雪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 ０００元

丹阳孙锁
云先生
爱心资助

环安学院４ ０００ １ 李　 辉
能动学院４ ０００ １ 张　 欣
法学院 ４ ０００ １ 顾　 丽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 ０００元

康明斯
林慰梓
奖学金

机械学院４５ ０００ ９ 陆素雯　 邹　 娇　 宋振玲　 李玉霞　 陈　 飘　 王孟妮　 尚玉琳
刘　 原　 姚　 鑫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免费用餐

后勤自
强计划

材料学院 ２ 李　 阳　 杨　 洋
财经学院 ２ 户雨龙　 汪紫烨
电气学院 ２ 兰爱福　 蔡月芝
管理学院 ２ 马　 冬　 程祉璐
化工学院 ２ 李珍珍　 苏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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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免费用餐

后勤自
强计划

环安学院 １ 李　 赫
机械学院 １ 王军建
计算机
学院 ２ 陈　 悦　 申玉洁

教师教育
学院 １ 张心怡

理学院 １ 何丽娟
能动学院 ２ 杨光海　 茆　 浪
汽车学院 ２ 陆　 忠　 王云飞
食品学院 ２ 李　 斌　 格桑洁
土力学院 １ 宾春全
外国语
学院 １ 辛佳东

农装学院 １ 王浩亮
药学院 ２ 陈伟雄　 李薄薄
医学院 ２ 陈　 思　 王姜妹
艺术学院 ２ 谢顺超　 祝伟翔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元二等奖学金２ ０００元 三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元

鹏泰
奖学金

财经学院８ ０００ ４ 夏　 航 陈佳飞　 闾璐瑶 吴佳棋
马克思
主义学院６ ０００ ３ 陈玉婷 陆静怡 王慧莉

外国语
学院 １８ ０００ １２ 申婷茜　 杨　 扬 张旭彤　 郝开拓

马　 娴　 陈颖妮　 曹　 琼
吴铭明　 郭佳赢　 周金娇

宋海癑　 袁瑞萱
文学院 ４ ０００ ２ 李文雅 陈博聪
法学院 ２ ０００ １ 刘　 丹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２ ０００元

７３０１６部
队助学金

管理学院８ ０００ ４ 白玛卓玛　 普布扎西　 嘎桑尼玛　 白玛央宗
机械学院２ ０００ １ 平措朗杰
汽车学院４ ０００ ２ 次仁曲宗　 普琼达
土力学院４ ０００ ２ 赤美旺布　 扎西尼玛
药学院 ４ ０００ ２ 次仁措姆　 巴桑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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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 ０００元

文清奖
助学金

财经学院１０ ０００ ２ 邓　 程　 陆秀羽
管理学院５ ０００ １ 田进军
机械学院５ ０００ １ 李　 枫
理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胡　 颖
能动学院５ ０００ １ 何丽芳
汽车学院５ ０００ １ 杨永强
外国语 ５ ０００ １ 唐志英
文法学院５ ０００ １ 卜海洋
医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叶彦兵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４ ０００元

新天地奖
助学金医学院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５

周芳芳　 杨如月　 陈严严　 邱雪莲　 夏雪莉　 宋芳芳　 席　 可
陈　 阳　 王　 娟　 殷灵莉　 杨璐璐　 任　 伟　 郭美山　 陈　 红
周福康　 徐青青　 李少邱　 屠国占　 文纤纤　 张　 怡　 杨馥吉

杨守江　 单云欣　 张仁宁　 庄　 谦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 ０００元

“蓝蜗牛”
奖助学金

能动学院３ ０００ １ 陈小明
管理学院３ ０００ １ 陈舒玉
艺术学院３ ０００ １ 石建明

“闪亮萤”
奖助学金

土力学院３ ０００ １ 李学征
药学院 ３ ０００ １ 刘　 燕

“甜元餐
饮”奖助
学金

电气学院３ ０００ １ 杨丽雅
汽车学院３ ０００ １ 周梦瑶

“镇江南
通商会启
东分会”
奖助学金

财经学院３ ０００ １ 陈　 明
计算机
学院 ３ ０００ １ 郭　 栋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１ ０００元

莱麦丹
爱心助
学基金

材料学院１ ０００ １ 张颖丽
财经学院１ ０００ １ 黄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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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１ ０００元

莱麦丹
爱心助
学基金

电气学院２ ０００ ２ 迪力夏提江·库都斯　 　 　 牙库普江·奥斯曼
管理学院１ ０００ １ 艾克达古丽·萨力
机械学院１ ０００ １ 韩晓东
食品学院２ ０００ ２ 伊力亚勒　 木开热木·喀迪尔
土力学院２ ０００ ２ 艾肯江·吐鲁洪　 努尔艾力·吐尔洪
药学院 ２ ０００ ２ 买尔哈巴·司马依　 吐尔逊阿依·阿西木
外国语
学院 １ ０００ １ 王海霞

医学院 ２ ０００ ２ 阿力木·阿卜迪米提　 曾乃提古丽·祖农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３ ６００元

镇江王
琛女士
爱心资助

土力学院３ ６００ １ 陶勇初
医学院 ３ ６００ １ 王秋玲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 ０００元

苏州青年
校友会
“励行奖
学金”

材料学院１０ ０００ ２ 赵　 先　 张　 涵
财经学院５ ０００ １ 李思琦
电气学院５ ０００ １ 李鱼强
法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郭凤琴
管理学院１０ ０００ ２ 史　 　 周丽金
化工学院５ ０００ １ 孙国鑫
环安学院５ ０００ １ 方龙洋
机械学院１０ ０００ ２ 周武超　 姜赛珂
计算机
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方　 智

教师教育
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丁　 蕾

理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陈腾
马克思
主义学院５ ０００ １ 陶　 瑞

能动学院１０ ０００ ２ 仇兴雷　 方鸿儒
汽车学院５ ０００ １ 李幸军



%&'()*+

２０１７
,

４２６　　

续表
奖励、资
助类别 学院 金额

（元）
受助
人数

奖助的标准及名单
５ ０００元

苏州青年
校友会
“励行奖
学金”

食品学院５ ０００ １ 乔泽茹
外国语
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唐银梅

药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陈兴晔
医学院 ５ ０００ １ 仇　 越
艺术学院５ ０００ １ 李　 月

（撰稿人：张　 芬　 沈春雨）

校内奖学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校长奖学金：
博士生获奖名单（１０ ０００元／人）

,-#$%

洪远志
01#$%

杨　 雪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校长奖学金：
硕士生获奖名单（１０ ０００元／人））

!"#$%

温　 娟　 张文昊
&'#$%

徐习习
()#$%

苏伯凯
*+#$%

夏　 ?
,-#$%

王文智
./#$%

刘　 陆
01#$%

王瑶瑶
23#$%

周嘉伟
45!#$%

宗炜雯
67#$%

马国鑫
89#$%

荣　 坚
:;#$%

李军强
<=#$%

尹琪璐
CDEFG#$%

陈宏雷

HIJ#$%

刘　 敏
KL#$%

刘晓丹
>#$%

蒋孟林　 何品芳
MNOP>#$%

张华峰
Q#$%

陈嘉欣
?@AB%

熊志翔
RSTU$%

葛　 奇

（撰稿人：胡亚民　 核稿人：沈阳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校长奖学金：
本科生获奖名单（１０ ０００元／人）

!"#$%

李　 想　 盛佳男　 王小莹
&'#$%

王俊杰
()#$%

王为凯　 闫梦如　 潘宇豪
*+#$%

仇兴雷　 季　 均　 魏爱博
,-#$%

商枝坤　 王　 闯　 张慧慧
./#$%

纪友州　 诸　 言　 薛　 瑞
01#$%

张宇皓
23#$%

杨鸣凤
45!#$%

吴　 楠　 王志忠　 齐妍薇
;#$%

孙春雷　 邹嘉辉
67#$%

孙佳宁
89#$%

陈　 妍
:;#$%

陈丹黎　 周丽金　 余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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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凌燕
<=#$%

吴佳棋　 刘茜茜　 关荣迪
潘慧凡　 张艳丽

CDEFG#$%

陶　 瑞
V#$%

刘　 丹
W#$%

明　 萌
HIJ#$%

吴铭明
KL#$%

毛芳怡　 顾爽甜
XYXZ#$%

吴淑敏
>#$%

彭　 昕　 许　 莹　 尹思琪
钱嘉莉

MNOP>#$%

严　 洋
Q#$%

王　 淙
[\#$%

程晓茜　 王俊娴　 陆金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内阳光助学金：
本科生资助名单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内阳光助学金：本科
生获资助名单（５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何凯旋田　 梦唐顺江杜婷婷
白彤彤李慧玲钟华英杨瑞雪
王　 萱姜　 震张瑞军皇前进
刘文华张新海林方金陈俊成
马保录屈泽峰许　 伟何梦虎
陈奕旭杨虎成李红亮王鹏程
王　 燕林　 成陆施海邵延晓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刘小明陈媛媛刘晓霞张潆引
林守强李　 政张　 超梁海旭
王浩亮李志祥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崔义忠黄隆坤黄小龙
德青措姆孙　 东章昊晨

江东劲陈永恒冯世林房洪芹
李振宁胡茂凡薛梦笛安美生
毛云鹏王振国许纪豪陆定康
宁　 涛韦柳葵宋　 能赵　 浩
汪树勋张建业张　 瑜李顺利
李林泽谌洪福龚　 辉闫志文
刘江宇李倩倩李雪宁高云伟
马保森宋晓霞胡小文方　 钰
李玲燕李炬成黄　 成冯恩赐
叶进灼李　 鹏薛鹏辉肖　 阳
孟宪伟罗　 丁任　 信冯晋东
刘金裕辛　 洋杨鑫荣王乐健
吴小丹林安容李　 随刘增光
李　 勇宋慧捷王珊珊李明露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季鑫栋侯俊明陶　 峰桂　 铠
刘成龙王　 彪李　 峰朱文良
赖良庆刘紫薇李晓刚胡栓虎
张　 强周星棋夏佩贤苏　 鹏
陈　 仪赵　 伟文　 鑫唐　 磊
陈仕超陈泉金覃艳军文　 松
李秋锋余　 涛季芊宇廖保铫
韩振华王　 涛杨馥瑞余猛云
谢金伟郑恒昌张雅婷宋　 浩
周敬哲何　 飞邱　 凯郑文龙
胡　 兵魏志强郑　 钧李蔚君
董广贺吴仕伟张志伟陆大帅
叶建峰张秋霞侯文海常文明
茶世才魏晋相韩晓敏韦亚丽
王凯伦宋　 超陈　 飞黄朝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　 璐曾繁林刘巧红杨　 洋
王亚宏潘兰兰何文博张军科
王腊梅徐　 巍邱晓艳吴　 洋
索　 昭蔡小玲吴海涛张金山
李风超沈　 伟刘　 浩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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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都杨　 华李佳玲杨　 琦
陈思源王　 丽王世崇颜超英
王　 江赵建军吴　 晏陈　 影
苏　 通田　 媛杨香香李命遥
顾　 超沈　 芸陈智园王明渊
周　 旋宋英杰王雪倩张　 牧
边家通张　 祥徐广威应晓云
王光华徐小唐杨　 阳黄　 振
王　 俊胡梦婷田娜娜朱家光
姚业林张　 丹吴　 虎吴俊秡
李璐宇郝艳琴汪凯鹏姜　 伟
韦　 强董玉格徐　 畅于　 磊
罗文豪李建安张英杰李新军
李　 阳卢青俊吴亭慧杨家裕
韦园园苏广君张慧慧潘　 进
刘　 港吴长春张水敏田　 博
叶宝钱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韩晓雪马小乐曾　 伟陈代金
王　 雪杨光绕黄倩婷曹耕玮
周星辉李军平吴　 磊韩　 静
孙彭辉鞠　 萍谢景隆薛　 夏
朱佳冰衡　 可李昊明孙振发
胡　 浩吕　 瑞崔洪扬肖成书
高永培高　 鹏赖启斌张　 威
张必彤张　 琦寇　 闯赵思源
吴　 超张建峰胡　 艳陈　 俊
杨　 攀杨连杰孙旭婧张晓玲
朱智强肖　 慧唐成凤袁　 飞
马振国符杰红马全野郝　 帅
黎昱材顾容榕郭金超
杰克山拜·赛力克拜王　 可
虎江涛申仕杰热孜古力·吐尔
迪赵崇安程　 勇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蒋　 芸王才政宋燕琳阿卜杜

穆太力普·阿卜杜拉赵匀淑
杨红瑞齐东月
木开热木·喀迪尔邓会琴
宋锦涛韦　 泽杨江梅聂国欣
孙　 媛李加琪陈彬彬李　 锐
吴含泽蔡佳惠宋万成汪山虎
王　 意李孟子
按扎提古丽·胡瓦尼西别克
梁妮妮李东成张沛琳廖　 敏
张　 恬张艺露格桑洁尹　 吉
韩　 旭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彭　 婧谢金辉杜　 帆李桂瑞
张　 平黄松林赵久露秦岳洪
伍振东徐月华吴国翠张亚平
周　 晋元　 昊莫廷盼杨皓宇
付　 博王远鹏陈文雄王美杰
奚　 晗宋　 敏苏俊超廖　 将
张　 晴张利成刘振鹏郭　 栋
何　 勇闵代勇兰　 豪王亚玲
王馨潼吕　 丹吴超峰张　 英
曾　 帅于凯伦何国亮颜培亨
覃　 鑫刘赛雄赵雪茹魏　 珊
王　 艳秦晓燕

理学院
王学银赵　 忆张丽娜王玉媛
毛本强张　 睿石　 静李　 鹏
孙春雷赵玉萍陈少坡张会会
刘　 洁姜　 玉程丹丹张志文
张田田徐　 倩崔　 娇惠伟龙
秦方怡陈腾冉乾伟王亚楠
张路路韩　 雁张海洋黎　 悦
胡　 颖沈丹丹张　 洋梁玉恒
钱　 宏陈莉莉朱　 宝陈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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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沈明军陈　 宁杨光文陈书云
陈志远王伟杰曹梦娜旺　 堆
卢　 庆张淑鑫路海俊
白玛旺堆张肖凡强小林
赵　 勇李健强李　 晨张力文
董　 虎次旦多拉赵金玉
肖　 帅姚程鹏南杰平措
丁文贵徐海洋

化学化工学院
周雅琴李　 凡张波波李廷伟
李金桥李　 昊王　 明卢金凯
唐培文钟　 钻马凯波袁　 辉
孙成辉黄刚林

管理学院
蔡汝勤周浩然戴文斌陈晴雪
曹立金赛力克

财经学院
明　 妮尹子月邸紫瑶张　 月
吕东锦商甜甜李婷盈翁小栩
张昕雨韦庆云徐子卓陈巧楠
邓亚男徐　 静潘丽娟常　 婕
蔡佳霖

马克思主义学院
徐　 晓朱朝铃石海江林　 芝
孙子文张　 顺

艺术学院
卢　 晗朱帮特马天赐张梦依
余　 婷何锐琼李振源张　 露
周　 敏金秋月孙　 凡徐苏伟
张玉洁黄丹红殷华丽梁小玲
曹　 卫赵　 喜王　 璐李佳燕
石建明孙旭芳贺英纯唐治江

张　 肖魏雪洋张煜坤王泽媛
余其森王　 学秦瑞琪朱建伟
周　 标巫晓硕狄俊年谢金芳
马瑕雪王　 乾陈桂丽王楚涵
杨　 倩陈冲冲汤　 珍徐　 欢
廖乃帅龚　 冉杜　 娟林丽颖
张　 楠高　 静魏秋婷李　 玲
邹　 映张硕原仲丽娜王真凡
金　 婕徐然然

教师教育学院
张雨晗张　 男刘　 梦钱婉君
王焕焕周　 颖靳　 影陈梦雪

药学院
牛　 娅王凯丽孟　 欣邱文英
丛启杰刘　 青刘鹏程侯雨辛
马改玲殷　 蕤徐金涛韩姗姗
侯玉琪钟海清牛凡弟康　 措
高　 彤王坤乐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内阳光助学金：本科
生获资助名单（１ 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姚　 滔许　 鹏徐宏超何永飞
张　 瑞刘豪伟蒋　 培闻籦尧
周枭坤王博文周立明彭代义
李前奇徐成成林顺强张豪爽
张璐政孙兆动周顺程
赛娅热·阿扎提李　 枫林伟伟
韩晓东努尔艾拉古丽阿卜拉
丛上清严旭平吴　 璞郝浩然
焦建其尹经天邝德福丁雯雯
任朝阳陈加徐杨　 忍赵建阳
王旭梅苏鑫源顾佳英林家豪
刘　 鹏刘　 锋孟思华徐晓健
尹建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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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陈培盛李玉龙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张蕴超张存振黎泽权杨钰芳
张　 龙吕庭辉陈龙飞谭　 青
李志宏曾　 帅郭玉璐陈旭浩
闫家好牛旗旗李　 涛刘凯勋
程　 杰袁　 欣马玉亭蒲　 俊
任　 欢卢文湖孙天硕张　 婵
余学进杜博文郭才军张云飞
徐　 凯金德明赵　 斌梁院明
胡乐利马　 健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唐明星陈辉辉高　 昀翟　 旭
芮　 璐陈春辉蒋胜会赖志锋
侯　 强程　 彪吴　 伟夏勇铮
张　 瑞袁　 章石　 睿吴　 琼
樊善根蔺军刚孙佳辉陈智群
范旌正陈　 颖马晨晨钱振华
张　 琦谢　 金刘帅杰吴　 琳
黄成中李宗男袁章根李　 昶
程　 志陈冬连戴　 聪李路凯
白子贤刘昭阳戴润中匡增辉
张　 凯刘明江彭　 旭李佳玲
周华杰唐合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宁吴大祥潘　 成莫秋芹
刘雁焘李京京马天栋赵　 焕
管云鹏李宁涛徐志远李　 伟
杜　 波陈星伟朱立岩玉世峰
李德源邹义儒庞炳玉李应龙
朱伊丽王　 霞黄锦鑫封伟航
唐振明吴凤瑾刘　 欢王　 勇
王昭丰胡永强县　 斌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赖　 恒何沛凌王丹丹王　 娜
高　 峰钱梦男郭彦斌许　 杰
肖茜茜张命杨钱海峰蒋夏飞
杨建成王　 恒陈　 利
谷丽扎·阿布杜哈力克段永辉
于晨晨游维德付疆疆沈　 强
樊　 杰刘天嘉何振威包　 圣
陈国辉谭　 赢潘彩霞李　 亮
王晓

)

韩金池徐永林尹相一
东方豪黄　 俊谭普荣李昀哲
贺万堑孙晓莹杨　 阳汤飞详
肖海龙刘宇杰
伊力亚斯·阿尤普李奕岑
张银芳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吕慧琴周自强罗圣通达　 拉
王新宇姜震阳魏　 玲韩李静
纪陈陈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书楠任枞枞欧青青李翔宇
郭　 浩吴鹤鸣刘　 祥候操正
王一博杨羽嫣然黎彩琦
程　 捷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金洪影刘忠明冉?彤蒋　 帅
王　 歌吴旭东马其贵杨忠本
苏治德杨家丽张金梅刘　 雄
董俊杰么丽致薛　 康李　 瑞
吴　 鑫王　 彬张　 颖王　 杰
何　 潇王洪斌田　 红包文吉
刘玲宏陈旭升徐红主杨旭东
宋维成张　 鑫姜　 楠南　 燕
张雄飞刘　 婷宋　 民施　 璜
周如远王利景甘梓辰耿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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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
孙星星华文晶何丽娟朱东东
王　 琪佘佳勇蔡忠玮张国芬
冯建武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戴晓翔余福松赤美旺布
穆拉迪力·卡热扎西尼玛
母拉提·那曼依马木·吐热克
乌尔开西·乌提克尔

化学化工学院
朱远丽尹　 恒周春星胡思忠
尹金秀林琼香谢林杰周　 豪
王凯文叶招春覃铖铖肖利亭
杜　 豪陈礼有赵维兵付　 饶
翟德发邓怡然朱黎明王　 军
黎肇英乔冠中宋治洁王旭乾
王义军邓邦彬苏会词

管理学院
陆梦颖刘吉林徐　 鑫
马依然·阿不力米提闫颖捷
陈　 凡韦凤莎李富华杨　 成
樊梁华陈佳乐耿紫涛袁　 铖
孙秋吉陆光坚周啸宇庞泽浩
葛?慧许华兵环婷婷黄小雪
吴　 皓李红冉李凰肇樊旭祥
余　 琴程世玲何志林陈梦楠
肖班娇杨　 影单春梅高雪梅
刘先圣王　 悦白玛央宗
汤　 琳张俊博窦　 磊胡乾航
赵庆庆岳　 廷王丽娟李俊琪
彭晨瑜尤　 冰宋亚男张　 宇
杜　 妃周伟健洪　 帆
久吾代提·那斯尔唐南精
端胜男申叶星马宏斌杜嘉钰
高　 峰何欣雨帕扎古丽

韩晓亮杨正银王　 婷张逸群
胡嘉程　 伟赵海鑫

财经学院
徐文婧宋欣键朱　 萌刘　 灿
李　 爽石　 尚姜　 申赵珈慧
唐欢欢郑玉娟王清霞黄佩婷
龚真宝王慧伦朱雨昕王达玮
蒙炳亲张方圆黄　 杰徐静文
戴文慧夏　 超赵梦娇史慧颖
黎　 冰朱　 彬赖曾林刘　 媛
刘芸芸尹　 超江　 珊王　 亮
何　 毅尹兰玲徐梦蝶杨加亮
左　 晖杨玉慧陈雪丽司　 岩
钱晶晶李　 亮黄映辉赵　 燕
许小瑞马江楠韩　 浩张　 雪
董　 慧马振林黄　 菁王　 智
刘江宁高亚婷徐　 舟吴鑫淼
侯紫晶薛　 怡张　 莹周　 蕾
路　 兰黄赐献张　 奕程　 丽
陆文艳缑一萍李　 晗张婷婷
钟　 艺李自方王　 婷姜佳佳
刘笑作孙晓静刘娇娇李金玉
黄　 念徐婧娴王洪涛沈佳琪
黄　 蕾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亚联

法学院
朱晨晨孙春慧贾书爱王　 宁
陈　 艳鞠文月谢思齐田亚斌
蔡心怡梁小豪白小梅周鑫鑫
解明慧邵筱童田佳雨

文学院
马梓秣甘　 迪李伊?陈宏星
薛婷丰高　 芳李慧兰苗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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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双燕潘静云秦　 林卜　 宁
葛如月潘美蓉李文雅袁亚琴
邱　 红

外国语学院
潘永浩钟娜娜任桂静郑旭昶
谭嘉馨吴代小雨南银环
吴艳琴高鑫尧辛佳东杨琪惠
项一凡钱　 媛刘　 婷徐锡超
罗　 浩岑国丽韦秋雯

艺术学院
陈桂杨钮　 凯唐玉萍史小可
庞诗群胡亚斌于江波杨　 健
苗成真于　 利王　 敏李子一
何志清刘时雨梁森炎沈宇杰
覃炳文陈　 桥邓一梅魏　 娟
王　 帆范恒毅王彦东姜　 雪

医学院
肖兰兰陆　 涛房　 瑞崔　 奇
徐玲玲王光寅郁文华陈小爱
翁苏节周熙鹏杜嘉洲李壮发
张　 晓胡慧敏游红成王姣姣
郭佳佳孙海涛杨旖洁陈　 阳
翟明惠尹振宇阮　 超王　 娟
陈星池李　 健茆　 阳张　 怡
徐青青林　 莉张　 玉李　 嵩
戴东平苏　 芳黄　 琴周　 寒
王慧敏周晓瑞覃小珍刘　 赛
周芳芳石大涛吴佳妮王金鑫
徐甜甜石春霞王秀平巩环宇
周福康郭允天王月霞李诗晶
刘曙光曹佳丽张明珠姬祥鹏
王苏文乔雪涵周富佳袁　 凤
殷　 明杜新月

　 　 第一临床医学院
臧光耀李一凡

药学院
于雯倩苏　 莹覃　 拯赵　 霜
王肖楠自明珠夏丽娟范美美
黄　 珊余　 洋王郑郑陶芷欣
薛媛媛刘艳伟卢渭金史文婉
张　 剑蔡志慧石玉婷其美卓
玛孙　 璇韩　 婧蒋　 森乔
树森贺英雪简桂林尹莹莹
阿布迪热合曼·吾加布杜王福送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内阳光助学金：本科
生获资助名单（１ ５００元／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罗秋梅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古丽努尔·乌尼尔别克

财经学院
陈静怡汪　 澜徐　 玉

外国语学院
袁庆庆徐振妮丁娜娜张铁恒
张　 玲徐姗姗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内阳光助学金：本科
生获资助名单（２ 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
修晓波张振啸刘　 唯杨　 伟
李世奇周露露贺云龙何庆军
方玄锋王丹玉张朝令李　 丽
夏瑜麟李冰洁李　 ?申　 远
$

欢庆王　 强吴延波严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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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欧　 阳吴坤波黄清华万思斌
李国栋梁亚安李　 磊向　 银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连中琨李秀秀沈文杰郭　 政
吴城航叶凌锋束　 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雄王永飞彭　 波马树贤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李晓珂张永民何志阳余　 鸿
姜承昊杨德勇张超凡雷国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黄　 海赵　 静罗　 欢杨立凤
陈　 花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文　 卓张晶晶李茂峰王兰兰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王志忠袁　 薇王　 珩杨丽丽
杨　 磊闵姝文唐志林刘　 峰
孙萌萌陈　 磊朱嘉硕张政萍

理学院
严海萍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阿不都萨拉木·艾买尔

管理学院
张　 宇王智敏吴　 陈
嘎桑尼玛苏颖聪赵　 静
张　 峰靳柳娜王荣霞蔡娇月
王小巧刘海威徐继玉谢雅丽

邹明霞汪明珠肖传铭闫柏含

财经学院
刘丽娟廖晴红殷长青杨　 星
赵玉珠张晓满

法学院
沈　 丽唐　 静张功昊江晨瑜
王美芳羊　 阳

文学院
封雨彤

外国语学院
吉??姜爱婷

艺术学院
程思瑜

医学院
缪海燕席　 可史建彬刘燕晓
段婷婷孔佳杰刘怡杉甘海宁
陈港铖潘玲丽陈　 思张书玉
朱　 艳江京洲

第一临床医学院
汤　 翔

药学院
丛丽敏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校内阳光助学金：本科
生获资助名单（３ ０００元／人）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阿丽腾古丽胡梁宏冯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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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吴增位邱　 敏梁显林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加依达尔·别克木汗马鸿明
努尔艾力·依马木

医学院
李　 敏

药学院
田　 梅

（撰稿人：张　 芬　 沈春雨）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４级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三等奖（１３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５人）：
姜文帆康正阳李瑞尚正阳
唐昀青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人）：
丁　 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４人）：
华一丁　 孙　 宁　 田　 翔　 沈钰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３人）：
钱姜海　 吴沛文　 张　 亮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４人）：
秦月梅　 陈　 晨　 孙　 健　 徐高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４人）：
李　 倩　 梁秋芳　 刘海涛　 郑香峰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人）：
陈　 瑶　 万凌云
理学院（２人）：
高翠侠　 汤　 莹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２人）：
李兴家　 师梦芹
化学化工学院（１人）：
王闻达
管理学院（３人）：
陈　 聪　 赫英淇　 张笑天
医学院（１人）：
赵　 昕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７人）：
柏宇星顾　 哲胡

*

祥李贵东
王海宇王文杰周帮伦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５级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三等奖（１３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８人）：
徐家乐周王凡陈　 泷林　 卿
陈立宇徐修祝贡林欢吴树谦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５人）：
杜晓娇鹿永宗杭　 腾马　 靖
吴　 姝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５人）：
韩清振荆哲铖叶　 青蔡骏宇
熊晓夏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５人）：
陈　 伟郭根苗胡亚敏倪　 丹
徐东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１２人）：
陈　 钢洪远志刘明权吕存财
宋永秀陶　 然汪婷婷徐维台
严　 铭杨　 建张从林张　 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３人）：
卞芳芳　 吴文叶　 赵琛胤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１人）：
杨　 雪李欢欢毕景然罗孝平
白　 娟徐艺伟庞靖宇王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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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晖吕日琴董亚婷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４人）：
陈　 慧李　 锋王　 超赵晓旭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２人）：
黄春兰施磊磊
理学院（１人）：
甄在利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人）：
刘　 聃
化学化工学院（５人）：
陈琳琳狄　 俊李洪吉孙冬舒
唐　 旭
管理学院（６人）：
许兴龙苏文成赵刘威王琦玮
戴盼倩尹金承
财经学院（２人）：
任　 恺张林荣
医学院（１０人）：
孙爱琴别庆丽姚逸正秦魏婷
仲　 威孙瑶湘王运刚何　 超
王启龙闫美娜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７人）：
卢永刚潘　 强孙　 慧孟　 凡
张光健罗凯凯张洪利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６级博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一等奖（１８ ０００元／人）

机械工程学院（２人）：
吴刘军夏凯波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人）：
杜　 哲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２人）：
俞升浩于文浩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人）：
王东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２人）：
李　 毅唐　 豪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２人）：
樊德阳凌志健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２人）：
翟晓东吴　 平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人）：
刘津媛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人）：
张飞飞
化学化工学院（２人）：
王　 彬黄树全
管理学院（１人）：
朱宾欣
医学院（３人）：
周静东赵杨静王　 婷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人）：
顾延东石　 磊

二等奖（１５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６人）：
刘志响孙　 奇陈天阳李　 京
王轶伦张洪峰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４人）：
柴晓玉青苡任程　 勇刘　 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４人）：
丁仁凯李傲雪李凯强王骏骋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人）：
朱　 鹣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４人）：
崔久云莫　 ?王增凯温合静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４人）：
郭　 威李浩然张　 千刘晓洋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４人）：
胡雪桃王凯利张伟杰韩　 冬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人）：
丁阳阳张晓颖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人）：
邬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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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院（１人）：
彭　 淼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人）：
瞿　 
化学化工学院（４人）：
刘树成季梦夏朱　 志罗必富
管理学院（１人）：
张香伟
财经学院（１人）：
张希羚
医学院（６人）：
庞　 吉李　 涛纪晓昀吕宏祥
孙　 丽张　 宇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５人）：
尹庭

#

赵媛媛杨勇飞金永鑫
周冰晶

三等奖（１３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４人）：
姚　 庆张孝龙于　 超陈　 成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２人）：
王奇瑞苏　 展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２人）：
王楚翘夏　 骅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人）：
商伟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人）：
沈洪强徐克强朱　 俊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２人）：
郑军强徐媚媚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人）：
张继贤陈　 通王　 丹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人）：
任光前王　 强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人）：
张　 芳
理学院（１人）：
钟萍萍

化学化工学院（２人）：
张正媛朱　 砚
管理学院（１人）：
张冬梅
医学院（４人）：
戚欣欣韦　 静尹　 磊吴　 静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人）：
张　 丽白　 玲李启锋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三等奖（７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１９８人）：
洪　 红李　 洋吴　 聪耿妙妙
张小蝶赵　 麟王月红刘明宇
王　 娟江崇远申静静张　 晴
汪　

#

柴卿锋张　 琦朱建栋
颜如斌吴　 强张冰泉蒋　 薇
侯华海徐　 伟杨俊鸿刘盛亚
张嘉琛尹　 越王　 杰曹　 院
汪树青杨　 永吴笑漪岳　 震
胡素素卞锦文李晓良冯元会
饶　 宵丁　 勇黄　 印朱亚太
李航宇王立松邹国文张　 凯
王　 成赵　 雳王启汶孟　 梦
黄建宇曹国栋曾玮琪张文昊
王作伟姜英杰邓维维段海峰
卢海飞戴学仁杜东辉杨雪情
陈树洋王琪琪周颖鸿王　 冕
程　 果王　 杰李　 祥张　 冲
徐洋洋徐　 帅潘彩云孙云辉
薛　 宁罗亚鹏王　 亚刘　 守
徐　 上罗其君祝　 杰刘　 浩
李　 浩王松涛赵舒畅陈　 哲
季　 彬徐高峰张　 晋崔佳森
戴开宇邓永泉董金耀黄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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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松贾　 唯贾伟杰焦　 健
李　 冲李公安林书青柳　 康
史小东孙　 涛汪　 涵王沫阳
王兴华王　 岩吴盈志郗万凯
谢树运徐永康杨　 兵杨　 松
于萍萍袁林松臧道俊张国策
张金花张　 静张天遥张伟冰
张紫东赵康梅赵　 倩周　 旭
唐　 建单源泉丁二名付坤鹏
蒋圆芳解　 玄康志强李　 旭
刘　 明刘志刚罗　 浩王　 坤
王文明王长驰王子腾肖原彬
徐金磊徐兴文许洪山杨敬博
张　 浩张威风赵美奇赵　 前
赵　 钊郑　 峰朱　 恒曹　 杰
崔　 沛冯义显高　 坤葛泽培
刘冬明刘烘托陆胜凯王　 冬
王子豪温　 娟蒋诗宇姜晓丹
杨传朋陈　 满张晓宇胡凯杰
彭　 佳舒泽泉何志盛黄　 鹏
童　 浩刘先冬方　 翠周雅杰
龚　 凯李　 明殷　 亮陈保全
贾毓瑕彭希超王　 成张国栋
姚　 舜孙跃东张　 超朱丹宁
周　 杭童　 矿祝　 阳潘　 晨
张圣洋姜同竹陈　 波李　 静
车　 帅陈　 备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５５人）：
徐习习魏纯才齐惠冬苏光灿
宋俊伟谭　 洁魏轶凡李　 男
蔡　 静刘　 勇常　 航王春会
杨月星刘　 旭梁江辉王建鹏
蒋　 斌高　 杨罗莉君高志朋
赵峥嵘洪亚杰卓敏敏周文静
汤明明贺　 坤王雨轩陈成功
徐　 李马国鑫伍铜言姚香平
黎明鸿尹义新周慧涛王建平
吴文超孙　 盈张思伟王　 升

孙梦涛汲　 峥李亮亮郭　 勇
李宇翔沈雪金江世界段　 煜
田春杰张　 杨贺　 通龚　 镇
华　 琛张　 迪黄　 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５８人）：
戴　 伟丁　 浩樊文渊胡健滨
黄慕枫李梦琪苏伯凯孙苏民
孙　 闫王乐乐王　 艺吴传刚
谢辰阳杨　 柳杨阳阳余　 未
张　 松赵红兵赵　 稳朱晓彬
任　 成王继业夏　 斌余云飞
臧九余单海强丁彦姝李炎蔚
李文凯梁艾金刘存昊韦斌源
杨　 逍何　 娟陈　 坤杜　 毅
高金良高祥峰林　 坡王　 满
俞　 峰孙文强蔡潇扬常　 群
丁亚强范兴根高雪婷何　 海
冷俊桦李广委李海君李佳芯
李文贺刘　 强孟腾飞邵　 凯
沈易晨田春虎王冰键肖建中
徐　 聪杨思灶苑　 磊郑正扬
陈　 彪顾以慧郭　 新李　 诚
马龙飞王明远张　 旺朱　 琦
翟新泽鲍　 宁翁永俊吴新佳
张　 杰张旭培洪　 森王　 臣
赵海卫解　 炬刘　 乐卢山峰
张鸿翔顾林波姜　 苏梅丛蔚
濮晓宇王怀柱文　 帅肖　 雪
徐　 波徐　 睿闫　 凯张　 博
张超震侯刘闻迪杨　 丹
赵怀北朱楠林赵若男赵晓东
赵宇超张隆基曹　 政韩俊阳
王恒全王佳炜王　 鹏张珠元
单　 泳董良秀孙　 川张　 瑾
董　 彦高大树倪　 康孙旭晨
陶　 平万篧峰魏　 松赵旭东
张朝烛胡　 立黄加晟黄乾坤
蒋稼琦刘　 婧孙小军胥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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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肖华黄建宇刘昌宁孙登辉
唐　 伟吴　 旭吴雪刚游庆库
刘　 泽施凯津高　 力刘　 怡
张婉婉韦中杰张　 瑞陈玉瑶
濮　 ?叶杨波景双龙李　 勇
杨俊辉郑师虔刘蒙蒙赵彤阳
平　 萍吴　 琦张中昀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６２人）：
吴远征夏　 磊徐贵生郭鹏明
侯天增黄　 蓉秦立宇王　 航
夏　 ?薛登帅禹莉莉戴世佳
皇甫启捷卢志刚杨舒生
于　 蕾张成虎朱　 波王　 梅
季　 明徐　 伟杨　 健张培林
胡巍瀚黄　 彬罗博韬张雅楚
郑大伟丁仕成傅彬浩高凌峰
林　 楠袁益超朱　 洋张永超
耿泽昊王晨东曹嘉伟房明成
邵长胜张　 莲张　 周娄刘生
邓　 江李维孝孙冬冬孙嘉晨
陶佳宇张　 伟陈妙妙冯一鸣
刘洪俊叶海军张文权潘　 宸
彭友权张　 楠孙超群徐　 文
杨　 威孙申鑫齐　 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１３６人）：
宋　 琨陈　 聪陈　 光董书恒
费孝顺李春彦全　 成汪　 闵
王子博吴　 健吴炎森杨　 乔
杨于标雍　 兆张　 杰张迎吉
钟　 晶陈　 伟陈文彬仇　 盛
代祥子葛俊杰关晓晓郭　 振
郝顺平李剑锋罗　 梦马　 倩
钮成荣潘小迎夏　 寒肖龙仁
徐进康叶南飞翟艺璇张令瑜
张恰恰张宇锋赵　 军郑玄玄
周　 祥周　 晓祝　 园蔡　 浩
史国玉徐凯杰杨　 杰周建伟
刘敦舜王　 皎夏林悬陈　 玲

阚加瑞刘　 天王浩浩翁明强
张红星朱　 超胡　 峰丁咏仪
余宏松吴英明朱亚军张　 桃
张福涛费爱庚肖　 洋杨乾彭
胡晓峰陈林波陈天亮崔行凯
黄志坤李井泉王　 冰印厚尚
范亚敏郭嘉晨黄宋蕾马亚硕
邱守飞王金娣杨松楠翟洪爱
张莉莉陈太允付彦惠李金榜
李晓芳陆玲梅任卫新王永志
徐蓉蓉侯志睿胡　 嫱李银凤
刘建伟唐　 茜庄瑞源黄骥培
栾开俊倪　 凯魏　 雅杨　 斌
尤良军张瑞龙左冲冲葛传鑫
李　 川李璐莹彭发根邵　 辉
赵小霜陈　 明邵　 剑刘冲冲
王善文易　 萌张　 帅武延泽
杨永刚刘　 惠程江峰夏继年
征圣全李超群万华丰赵继朋
金　 波蔡　 星陈佳男吴　 阳
顾红霞顾晓良朱宝贵王文智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４９人）：
曹园园崔清华范　 洵顾陈瑜
华逸舟蒋　 山李加彬林文威
罗建华孙卫明汪　 奇王丹辉
吴伟强张　 丹张新星赵祝恒
丁灵卫杜鑫鑫高　 闯耿　 鑫
李光武刘　 畅刘　 鉴沈启康
王诗源杨敏健张　 颖王一帆
顾　

#

张　 雨管佳宁仝福成
陈方方蔡　 研冯　 雷黄林奎
矫　 帅刘　 陆潘成凯钱建轩
王海燕王　 健王　 巍张　 勇
周辉辉周　 伟朱晟桢朱旭辉
邹冰妍钱露先夏润清龚　 杰
刘　 兵陈硕欢王　 刚赵美玲
成小东丛孙丽杜　 伟冯　 玮
黄　 旭施冬雪顾　 浩凌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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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凯于成程李明利赵德杰
霍彩虹张　 健吴振海陈仲华
丁海飞简彦洪刘　 成孙华辰
薛锦程王　 玮张宝山樊俊尧
何　 斌黄　 娟计志恒蒋雪松
刘峻峰刘　 旭苗　 鄖荣　 旺
沈洋洋唐敬伟汪培培汪　 伟
汪　 雪王若隐许梦素杨　 晨
杨　 帆杨　 刚杨欣宇张　 洋
徐　 浩于晓东陈　 涛史　 兵
朱　 文陈　 惠冯宝刚焦　 龙
沈　 捷时国定史文凡王　 琨
赵泽龙张家浚王　 艳王　 兰
陈旭芳高　 彬姜哲宇糜慧亮
陶鹤鸣尹志勇翟艳丽赵喜龙
朱丽虹陈　 瑶仇益页李山祥
李　 振刘馨璐孟祥利倪媛媛
孙　 昊孙雪雁吴彬玉杨培锁
袁　 进张　 垒周小溪朱海威
褚亚伦曹　 阳冯亚军黄邵春
李　 萌刘亚玲尹玉瀚李鹏宇
王　 驰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７４人）：
王瑶瑶袁　 璐杨明秀孙　 浩
夏小双吕真真李婷婷王艳敏
周　 瑶刘　 妍王　 强代娅婕
张　 芳程　 珂洪　 晨李亚惠
李　 娜杨　 荔陈　 梦赵　 号
李　 杨谷耀光王晴晴王文娟
陈　 会刘　 潇王　 芸王　 珂
肖露露孙楚楚王　 丽赵　 杨
员君华王　 干杨宏朋熊　 颖
陈苏婉张　 天杜卓蓉周　 轩
熊　 建陈学珊孙兆燕于芳芳
叶伟涛周　 莉孙　 珂王慧慧
樊亚娟巩小芬李慧芳严　 圆
白志杰黄陈勇周　 彬赵芳芳
孙文丽胡坤雅张文丽王可可

赵鲁宁张旭旭程喜红王　 婧
马超月邹雪梅周佳伟赵　 兴
王江月严　 松张　 庭李　 景
满忠秀杨红娟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４９人）：
李齐东郭星星李　 珏王黎?
赵贞贞刘瑶瑶张春莲卢雪蓉
杨　 园宜坚坚陈小流冯晓丽
季琛铖姜梦云李婷婷陈再东
谷捷敏练丹丹王清卿肖　 楠
崔　 苗黄慧锋邵　 杰吴　 婷
高　 越陈园园王冰洁熊新宇
赵　 红席孝东何雨声黄梦璐
刘　 巧刘亚琴倪　 黎戚永洁
滕辰亮吴强顺周嘉伟周永超
冯德友柳一玲张媛媛朱暖飞
王　 宁冯　 阳王晓倩奚道国
赵　 棋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０３人）：
包虹斐陈　 凯程晓阳康照玲
李化邓刘君琦闵信军宋　 跃
许国朋姚腾辉郁　 鹏曹　 静
陈　 浩龚文彦华　 蕾季海娟
李　 露刘　 峰刘庆烽刘　 响
刘晓龙平淑容申自强唐振宇
徐文秀周　 游陈　 晨董　 永
郝梓琳匡　 雯赖　 宁李　 亮
夏欢欢徐芹宝张　 欢占林森
蔡　 强陈文卿丁晓东姜　 舒
王新平易　 佳袁胜男张鑫晟
郑　 吉朱　 婷潘子轩蒋　 嫣
孔　 杏刘宏官窦思冬陈小强
钱晨嗣奚家祥章　 琳涂曦瑶
谢橙瞬李灵芝孙海威吴东耀
郑南南黄茹辉孔　 尧王国栋
徐锦志刘礼刚王美玉徐正伦
卞　 震蔡晨伟居春波吕　 坤
王运文闻　 雷吴　 江张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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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雄李允允王绍雷佘远程
杨保安任念勋邰　 瑶羊　 立
安伟涛曹　 瑞高怀玉郭明山
蒋　 磊阮远忠商翔宇王　 辉
吴炎超胥杏培薛　 瑞袁健炜
曹剑锋陈志鹏汪　 娟许晏铭
张　 行张振祥于磊春
理学院（４６人）：
郝慧芳耿　 柳李　 敏刘欢欢
卞立双柴维君陈　 悦崔晨红
郜向阳李　 静李晓静李　 燕
刘婷婷刘亚楠陆晶清陆　 伟
曲萌萌唐佳佳王　 芳王晓倩
王亚娟徐　 瞡杨　 萍叶　 倩
岳建辉张发祥张鹏艳朱婉婷
陈宇飞董洋洋沈　 玮陈　 缓
梅蒙蒙赵雪莲杨　 晨李　 群
方　 欣刘景业童唯扬唐文波
秦柳燕朱　 琼程　 思安　 洋
纪　 坚孔　 义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３８人）：
陈振阳罗　 超夏　 雨张　 娣
赵子煜陈　 力王国通薛　 显
赵　 越范　 敏李泽权毕秀祥
经正男李晓倩朱　 奇何德艺
杨官保褚天舒平　 舒钱　 程
赵永胜马国鑫张壮壮陈　 智
王　 素何礼远吕　 涛史　 冲
王一健陆雅楼唐诗思张　 新
何建宏曹秀兰丁江江丁文昌
文　 艳肖　 健
化学化工学院（１０１人）：
车慧楠崔颜华何　 城贺绍军
黄东亮黄　 海金　 雨刘　 猛
刘苗苗马晓东钱　 坤宋春森
谢旭兰杨　 欢杨文博朱芳芳
胡　 肖李鹏鹏刘文君刘锡清
缪绪立秦明峰徐　 乐徐　 萍

翟　 楚章国林赵　 娟何　 静
刘晴晴罗　 静茅　 矛秦莹莹
许炜杰赵君泽胡琴汉李继泰
刘恩利陆青青马　 跃荣　 坚
田苏君汪　 涛魏延臣吴　 康
肖　 鹏于　 萍朱恒佳胡　 靖
张大伟代黎明刘仁杰马丽蓉
万　 靖吴迎城徐雪超张　 特
周　 婷赵海波郭兴楠黄珊婉
杨培友胡文秀王　 宁黄美玉
王　 允张雪萌蔡晓毓刘宿县
程秀美张金伟葛邁林涂序国
金　 佩马翔宇黎　 臖陆俊炜
潘登辉谭丽丽温石阳常忠帅
陈　 伟顾　 磊吕涛涛闵远远
任婵婵孙　 雯陈必义马菊瑞
王莹莹吴　 婷殷秉歆朱明月
郭　 涛温俊霞张　 盈周　 舟
张福生张素云陆小刚王　 晨
牟方友
管理学院（８３人）：
王燕玲陈　 聪李军强马方星
徐益斌张笑腾关云素李　 莉
朱晓雯韩启然朱　 蓓樊　 娅
周　 菁张艳萍薛凌云王　 静
马高强孙亚男窦品品马成成
朱雨晴徐晗玉孙雅婷赵阿祥
陈煌熔蒋玲玲徐　 俊刘嘉伦
汤志恒佴　 红曹书芳何述芳
杨　 阳李　 昊姚相宜胡媛媛
汪文丽吴启飞张振楠孙立缘
徐若鹏孔振德秦小龙胡志勇
蔡报熠赵子琪成思瑜贾　 鹏
郑　 伟张　 义尚莹莹高留艳
易　 骅张梦娟朱新朗陈　 宸
沈　 静马明月汪　 竹林　 香
李千里杜　 杰丁环宇陈　 慧
李　 丹刘佳毅侯文静蒋旭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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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新村吕梦婷张　 玉王慧慧
翟晓星赵　 宇刘　 童李琳蔚
顾霏雨豆　 月李娅雯陈丹丹
王飞飞梁　 莉孔轩民
财经学院（１００人）：
姚依倩薛朝红胡凌翔吕秀梅
陆　 鑫潘成龙张　 晶胡智愚
孙浚杰崔春华许亚璇解　 玫
朱　 睿周　 杰何加俊张　 梅
吕春丽顾龙未曾志康李甜甜
段梦杰阮宏发王文静罗雨森
唐　 欣胡　 蕾杨　 笠狄　 燕
李晓倩成　 鑫张大鹏徐泽宇
曹媛媛葛坤进周菲菲陆黎玮
高嘉静郭琳琳凡　 蓉陆　 艳
陈佳丽刘丹丹仲姝敏谢　 羽
杨　 潇苏　 慧孙　 双吴惟浩
虞　 易李婧尧尹琪璐邹　 钰
徐　 颖朱桂红贺鹏骏陈羽捷
刘　 珍罗子轩曹晓梅朱　 癑
刘　 凡陶蕴彬施　 羽司马云
霓许　 晨许梦姣张　 尧孙
敏淳蔡瑞申陈　 蓉薛　 亮
熊一词杨慎立朱　 颖范爱伦
卫　 尉朱　 波包志科刘　 逸
谢玲玉黄　 丹徐　 浩姚　 桃
何妍卉李亚儒梁亚倩汤　 丽
张　 弛范文成张迟雨鲁　 杨
王　 培蒋春翔吕倩倩王加轩
许　 慧沈鑫呈季亦颖王　 杰
庄　 鑫
马克思主义学院（３１人）：
梁　 飞蒋帅一张　 磊聂锦宏
曹　 茜刘芳芳吴　 张佳伟
张雪晴陈宏雷凌　 霄刘金金
吕宏宇马瑜鸿毛露薇徐甜甜
杨梓妤华　 露姜亦然靳　 翠
李　 蓉林萌萌刘　 超刘椿凤

潘　 雯唐　 丽王正喜吴　 俐
刘　 刚周梦倩李凤梅
外国语学院（２３人）：
刘　 敏崔益文陆品超金　 晶
余中秋赵　 蕊蒋安琪王　 淇
张娩莹李　 莉巫雪艳邹嫦仙
郭晨璐张佳琦汪　 瑶应　 璇
赵　 榕吕雅静张慧书何　 娜
顾潇潇施金花刘雨晨
艺术学院（２５人）：
曹姗姗沙　 鸥王天艺杨乔波
张雅娜厉　 锐秦亦阳徐　 骞
卞华磊鲍澄澄高震宇季　 艺
巫叶萍张　 露邹　 倩刘　 龙
毛宇梅闵文祺耿大磊唐心怡
陈　 璐刘　 宁谢雨刘晓丹
邹雁南
教师教育学院（１１人）：
况文娟王晓燕宦　 婧常　 娜
谷摧摧李希茜王　 盼孙运虎
周文静李子洋顾　 盈
医学院（１０３人）：
何品芳张志辉邬芸冰蒋孟林
许　 洁李文亮李希茜龙　 涛
连欣悦钱　 尧梁　 炜韩　 玮
米　 瑞张家慧董　 颖纪贤严
陆　 健孙明明王晓燕贾　 静
夏炜妍周昱霖黄　 蓝黄振华
吴佩佩涂　 婷王新龙范逸怡
王晶哲张　 玮陈　 湘刘婷婷
彭　 珂尹超云周田田邵小美
宗　 欣孙　 婧钟梦诗田　 鑫
王　 娅段媛媛杨鑫鑫赵依琳
郑　 雨张贵婷丁小星邵采凤
张艳飞董　 芳李　 昂倪亚亚
陈京燕周姗姗林前煌王春燕
汤　 茜张　 静李楚楚彭　 晨
丁涤非周　 云卞慧琴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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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雪李鲁博姜玉洁戴　 签
龚永禄王　 浩杨　 芳张　 鹏
陆云鹏吴　 越杨婵娟许清波
谢　 萍吕　 品董　 燕陈雪莲
蔡梦洁陈　 斌李竹倩刘　 锐
肖腾飞唐　 楠王保荣杨波波
刘海峰王品昊姜媛媛李如刚
陈　 蓉汪　 磊魏　 野颜楠楠
谢田田周　 娇刘果瑞孙嘉遥
田亚萍吴昕雨刘　 云
第一临床医学院（４８人）：
邓家良金　 君马苏娴王大为
路庆艳罗　 旋季佩宇史文涛
袁荣霞郑　 伟储雪姣丁　 亮
冯　 雯顾漱溟陆　 萍沈俊飞
许　 尧杨萧天叶　 斐于淑萍
章美婷郑丹丹周　 改周倩文
黄玮玲刘姜艳卢衍敏王杨记
徐宇浩许修健张怡萱石　 卉
姚　 舜陈金才陈平波钱洲楠
谭　 克王家伦吴　 康殷喜丰
殷　 榛张华峰周焕高郭雪珂
凌　 锐周　 玲李　 蜜许文峰
药学院（４６人）：
胡　 潇李胜超唐秋洁许宝军
鲍鹏悦高婷婷郭　 敏韩　 飞
姜慧妍李慧华施吉祥徐　 遥
杨　 夏朱飞琴朱　 菁沈艳婷
王海艳谢鲁灵枫叶枝红
郑天瑶汪　 强张雅菲袁　 婷
周　 莹谢　 清虞平添宗　 玲
陈菲菲阚晓月杨　 蕾杨　 丽
胡梦烨石　 莉王　 维谢简明
张盛昌朱文慧冯文骁李海雪
卢子文袁仙琴金　 星邹　 雯
凌小敏渠稳萍庄孟瑶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５３人）：
熊志翔张　 霞陈宗贺李　 科

赵晓凡庞庆龙孙静如曹　 丽
曹　 睿高海司顾祖坤胡日新
季燕羽李　 力李　 钰刘　 安
沈　 熙孙彩珍唐　 留王超超
王逸云钟伟源周以松戴　 景
侯云鹤王海彬朱智朋康俊軻
陈　 杰万景红赵宇琪唐苑峰
谢立恒肖思强刘艳芳马　 娜
谈倩艳王麦琪姚凌钧冯进升
蔡　 峥操瑞嘉詹连辰沈宇翔
张智伟朱嘉炜刘　 刚张　 扬
董亚光尹江南许正典李梦圆
侯敬生
生命科学研究院（２３人）：
刁军委张亚慧唐苗苗章润芸
左　 欢苗　 迪邓泽斌田　 婷
徐　 硕赵志聪刘凤玉吴邦国
鲍玲莉张媛媛陈晓丹孔　 鸣
巩　 鑫王玺婷余毛毛闫丹丹
戴舒雅刘　 蕊邓炎春
科技信息研究所（８人）：
笪仲妮李　 莹梁　 爽倪　 华
孙怡君魏　 悦李淑涵孙莹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２０１６级硕士研究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一等奖（１２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４０人）：
蒋晨昆蒋志刚李海波李　 鑫
卢思源陆　 聪吕　 杰沙德利
王　 浩蔡成彬陆素雯石春辉
朱宸煜刘　 菲马服辉罗春晖
陈炳泉石佑敏何文渊李鑫鼎
孙　 凯黄　 婷范　 宁张明明
王宣淇陈彩俊杜　 晗尹叶芳
冯春杏翁倩文郑越洋宋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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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剑杨　 超杨小乐张进松
张可人赵刘生钟行涛范佳丽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３人）：
邢高勇张寒冰袁　 妍薛　 珂
缪福福黄云林卢　 林陶春鸣
于　 伟曹胜男张　 鹏沈建炜
眭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３３人）：
陈　 磊戴　 煜方妍月傅家麒
何刘鹏季云华施　 周仵晓涵
叶　 浩李　 晨李　 健李仁政
刘成洋冒金堂王亢亢徐琪凌
殷苏群张　 凯张　 腾陈海龙
涂立志裔　 静张潇尹孙　 潮
王　 威吴一枭武志伟杨　 晨
黄　 浩赵　 晨周　 婕颜秉卿
赵梦璇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５人）：
陈晓彬张若梅毛　 宁赵　 岩
管　 伟曹　 斌蔡　 涛陈　 舟
孙秀秀陈景芳田程友纪燕男
郑高杰苗楠楠仲婷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０人）：
高　 磊鞠　 娜冷京航李彩灵
刘等等刘　 迪刘甜甜商　 铫
田　 琳万贻敏王陈程王静静
吴

#

炎武荣荣薛嗣康郁　 倩
白少凤陈晓强成　 超顾周洲
韩秋霞李　 皇乔亚杰魏思海
夏云飞杨小芬杨雪静于晓静
范晓建童卫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３０人）：
卜霄霄郝正杰马安琪邱殿成
徐鹏坤孙春风谭文军王彬羽
安兴科曾现现方　 倩高猛虎
郭　 前李尚龙林志鹏梅珂琪
秦秋月宋　 樱王　 盼吴蒙蒙
张炳南朱嘉慧龙　 勇侍厅厅

陈益强高赵亮葛凌昱进
刘　 琳黄献达钱志杰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９人）：
徐　 琴仇雯漪孙鑫娟丁小娜
罗　 慧薛　 瑾许　 艺史嘉辰
殷怡云吴梦紫崔丹丹杨苗苗
马　 梅朱体操刘彦爱张恩鹏
陆　 敏邸红艳储嫣红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１人）：
王志文陈　 蓉戴　 竞韩　 雪
刘灿灿陶莎莉程千文王晓艳
文淳子尹兰兰张　 彬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９人）：
李佳玲万爱兰杨桢栋周雨楠
宗炜雯祝帅雷康浩浩张亦弛
李秋玮陶　 飞王雅蓉胡　 杨
黄伟康金甜甜李　 生孙同陈
陶佳丽王恒健杨　 璐
理学院（１０人）：
顾丽琴贺娇娇王　 凡王　 凯
王　 雅叶胜会宗　 悦孙维霞
夏建平周　 雷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０人）：
操淑敏戴如癑张　 毅施久灵
王　 琼文茜茜冯倩红李　 雷
孙　 昊袁明洋
化学化工学院（２２人）：
王媛媛刘　 杰刘金鑫王　 滢
陈泉润朱兴旺马婉霞高　 佳
吴梓阳李筱芸刘婷婷岳学杰
杨晨晨袁登森李　 明何艳芳
周　 心董　 蕾李文轩胡　 颢
马　 云邵卢钰
管理学院（１９人）：
陆淑娴储佳娜刘　 菁杨　 帆
赵荧梅吴英琳张秦洪于泽聪
王　 爽顾文灏邹建城邵汉青
衣珊珊卢文秀李　 璐丁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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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成江舜杰郑珊珊
财经学院（２４人）：
赵　 晶谢　 坤路明慧陆金龙
姚伟波张安妮葛雯君蒯心怡
常思远邹牧云戴天敏李臖瑶
张嘉颖邵一?杨文青金　 涛
张　 媛牟思嘉赵郁丹唐进荣
芮丹颖潘玲玲王薪轶倪竞尧
马克思主义学院（６人）：
王玖郁贺文慧李莎莎缪　 艺
史叶婷苏　 雨
法学院（６人）：
沈卫华王晟瑶陈铭汝朱　 槿
朱晓钰陆　 璇
外国语学院（４人）：
潘思晔张蒙蒙李　 纬候璐莎
艺术学院（７人）：
赵园园倪子恒王　 维吴盈盈
吴　 超朱艺炜朱博伟
教师教育学院（８人）：
张　 苏郑智伟吴　 孙建莹
汤　 瑞姜舒婷汪炜琦徐慧敏
医学院（３７人）：
石映红倪　 颖王　 飞杨　 洋
尤本帅卢　 叶姜袁越康晶晶
王廷廷王冉冉金　 鑫吴　 仪
赵　 婷杨伦宇于　 篧史敦绘
杨开元易云云崔星钢朱　 婧
刘宝翠陈懂燕刘雅雯吉加梅
袁　 婧毕士奇武　 丹孙　 辉
时小凤朱小芳孙　 振罗兰兰
徐雪莹万雪晴张宁宁周　 莹
王　 骞
药学院（１０人）：
陈嘉欣陈昱初刘英坤徐敏慧
许　 雯张佩珊甄丽君洪　 庆
成忠旋张海生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４人）：
王鑫伟胡　 广王成斌李淑婷
王　 莹崔强磊岑春海李　 雨
杨　 磊张子旭张志洋刘嘉伟
吴国桥王　 莉
生命科学研究院（６人）：
王念念葛　 奇吴　 鹏沈明香
丁佳俊于宪印
科技信息研究所（２人）：
黄江珊钱锦琳

二等奖（９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１０１人）：
何肖潇黄修康嵇佳琪贾一鸣
姜　 鼎金共志李　 乐李晓东
刘成石刘汉伦刘竹林卢　 乐
明鑫培潘金鑫潘　 甜庞　 涛
普晶晶王日红邵　 蒙居士浩
黄锦栋靳　 浩曹　 俊唐良颖
翟长盼朱冲冲王天伦尹　 研
陈汉辉孙昀杰谭中锐姜伯晨
许春辉邹　 娇郑旭东刘　 义
聂之峰吴　 淼戴震飞何　 柳
徐小明王　 玲马　 杰谢智?
杨逢逢杨　 宁焦江林韩　 强
蒋纬涵林　 威刘新怡万东燕
张会玲张　 瑜程建鹏顾阳阳
韩帅军孔孟晋冷　 凯刘文玉
杨　 帆周　 阳刘牧熙季仕杰
罗召俊徐　 刚李伟家刘　 格
蒋　 雯梁泓彬朱苏凯王鹏程
孟李林曹增辉厉建东李　 凯
唐　 恒唐荣荣唐书浩滕　 伟
汪　 玉王登帅王　 飞王天宇
徐丁旺徐东洋姚　 炀张　 晨
张文龙张　 祥张小伟赵　 璇
郑　 楠周加鹏朱洪飞董保栋
冯　 芹高　 伟耿　 杰顾秦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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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建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３３人）：
石新异刘晓红徐小健韦　 晨
徐　 莉雷朝鹏费卫征王晓晓
周　 昕陆佳慧张成龙谢　 为
虞顺成石　 硕刘圆源付国皓
俞冰倩张凯旋杨俊杰张家一
李鸿信徐　 晶周　 蓥周婧宇
朱　 浩毛广阳陈永鑫刘子文
卢　 青李竞春徐　 超张亨年
杨　 毅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８５人）：
曹　 冬曹　 杰冯海鹏后士浩
江昕炜蒋振宏梁岩岩刘　 涛
钱　 浩王　 桐王雪钊魏振东
翁烁丰吴　 镇徐如玉许　 畅
殷文倩余铖铨恽　 航张　 田
周伟建周追财蔡朝阳陈思达
陈幸鹏高　 乔顾倩霞郝　 鹏
贾永同蓝云翔刘　 成刘　 泽
陆传道马成功糜　 杰裴　 旭
乔　 磊宋明超宋文兵王成雨
王　 恒杨　 晗姚　 鹏殷　 潇
张　 晟郑智方朱　 斌朱昕宇
曹涛涛陈挑挑崔应欣樊润林
范　 义韩业扬梅　 莲徐　 露
周惠琴周一闻董　 浩顾　 晗
李艺琳梁新华罗　 彤孟望喜
缪晓峰施佳裕石云飞时海涛
王　 新王子宇许　 鑫殷振中
陈　 旭管晓星黄　 位邱得玲
田　 欢王一凡尹晨辉袁才鸿
赵　 超陈浩杰黄丽莹沈加仁
叶恒毅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３６人）：
窦生平徐　 亮冯　 欢陈开鹏
许浩洁薛　 锋牛楠楠杨学贵
姜　 超黄英杰王　 宇汪晟全

刘子洋黄与飞任慧敏张　 娜
李　 贝梁启超秦　 浩付立志
易　 苟文波王　 苗余　 倩
张　 春崔　 伟卢麒丞韦　 一
石怀玮杨　 靖刘轲轲夏　 天
卞荣群李　 清李新稳周嘉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７６人）：
鲍　 昕蔡飞翔陈　 帅丁仁发
付　 琪郭常振何袁圆黄　 健
惠爽谋解萌蕾开绍森李茂军
李晓静李晓英刘安林吕金娟
马保根梅运柱秦　 希施晓萌
石燕菲苏　 莎苏彦靖王　 强
王　 琼王小帅王亚平徐伟亮
闫俊男严　 庆杨娇娇杨　 俊
杨　 雪张盼盼张　 权赵仕东
李　 腾杨广林陈克宇陈清玉
程永健丁永康费　 婷冯　 英
葛文娜顾晓栋关　 创贺　 宁
金新凯李　 晨李　 祥李新芽
刘　 新彭思煌屈飞强王怀冲
王　 培许佳佳杨喜牟姚欣雯
岳贤宁张　 星章　 勇章泽斌
赵　 玲曹杰瑞陈　 翱刘东明
宁玉亮王董浩许　 拓陈思佳
季　 杰徐　 俊张　 康纪琳晶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７６人）：
包春峰曹丹华陈　 晓程　 磊
丁　 岭黄　 磊刘芳杰刘加林
刘　 露鲁国飞潘小云沈思伦
杨安晨杨玉琪叶海涵张宾宾
张　 宽赵　 鹏赵　 伟周　 杰
朱克松靳海涛陈仁杰韩　 琳
黄　 伟司艳丽王　 亮魏明吉
许桢杰于丰源程一峰管　 凯
李明达王　 宇徐长波陈浩篧
陈文淦陈　 浠单晓晨方梦娇
胡　 鑫孔　 茗林　 勇刘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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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宇卢　 伟倪?霖徐新森
闫天一杨恒坤杨婷婷杨兆成
尧进豪张　 奇周　 睿朱生道
程冬平张嘉伟常润民陈嘉龙
丁莉辉杜珍珠范志曜龚　 花
李　 凯李　 洋盛　 夏宋　 彦
汪钰人王　 鹏王振武谢　 锐
薛青雨张庆杭赵　 超朱　 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４７人）：
周秋阳柏　 梅戴锦铭吴胜斌
吴　 梦王　 轲闫晓静孙伊琳
李明艳钱礼顺石海军程　 武
牛　 瑞任　 凯陶庭磊张　 熙
魏　 康康文翠王　 萌高　 凤
侯小珊毛雪芳顾玉磊朱莉萍
颜　 征蒋晗飞杨　 杭张欣欣
洪利国谷　 航刘晓叶宋尚红
史永强秦梦婷张晓伟崔雪平
高恩燕姚　 惠王　 卓郑志颖
汪　 佳管　 文余昭伟沈玲玲
张　 咪李丹丹邹　 涛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９人）：
顾宇形倪幸楠庞　 芳韦达理
陈诗龙何　 凡姜　 坤李彬榕
倪慧成潘常刚钱俊娟王　 静
张小妮朱海东丁杰民孙兴超
张　 溢卞爱琴樊秦亚房银珠
郝全果姜德胜马　 睿钱　 斌
庆玉洁施雨桐陶言磊夏开祥
张　 倩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４９人）：
邓诗琦段梦杰方佳英郝伟强
侯　 冰李克华李婷婷林碧玲
陆信蓓孙冬梅王　 利杨赛华
周敏敏陈　 眺顾欣欣李康飞
周碧雪缪　 琦王博宸熊　 颖
陈书杰王严鑫张　 波陈晓恩
陆宝红杨毅成陈　 曦顾　 鑫

冒云香卞恭喜卞慧雯陈　 波
陈丽璐陈洋洋董凤伟高利剑
贺庆建洪华剑黄丽蓉刘思行
刘晓虹彭艳红邱文默沈先宝
唐祥宁杨骏佶尹　 玉张晓雯
张　 宇
理学院（２４人）：
白晓燕陈晓晓陈　 艳耿秋萍
刘　 迪沈佳丽田梦姣万冰越
王丽娟王婷婷吴　 燕夏　 彬
徐海美徐云琪闫从蓉张明霞
张　 冉闵　 帆陈志亚龚　 航
刘　 啸张金浩何惠子李　 荣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２５人）：
蔡泽民曾宇春陈　 榕杭　 锐
黄　 岚王成龙张　 辉张　 康
张圃滋周　 杨郭良梦蒋俊南
张　 抟曹　 栋陈家乐陈　 龙
陈玉杰李正东刘　 祥阮向杰
席宜超肖金阳徐　 靖许　 峰
张　 正
化学化工学院（５７人）：
郑磊之袁湘琦王丽萍夏　 萍
姚俊彤常丹丹徐　 艳孙　 林
高　 新马汝亮吴东遥全　 威
于　 洋张鹏丽葛　 兰仇　 朗
董荣耀聂谦英张　 静杜　 芳
方　 刚崔　 芬曹思雨汪云云
余芙荣陈　 潇张文驰贾清东
周赛赛陈　 耀王　 广朱　 森
李　 娜刘恩秀彭志远钱　 敏
丁鹏辉杨亚林姚晓玉杨　 瑞
夏　 腾王方平关静茹王　 凯
谢　 力陆林杰赵文通戎军辉
方振远王书浩田玉辉方明兰
孟云阁常红红李艳丽李荣芳
程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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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４８人）：
李　 倩冯志达颜磊阳吴秋盈
欧阳晨慧邢　 健　 周　 颖
陈　 罛张亦弛熊　 妍朱弘鸣
程　 瑶徐　 静邵海军李梦婷
孙　 悦李　 鸣高琳琳赵红林
肖广涛朱晨俊刘　 越曹　 婷
李　 君李　 慧钟超生缪　 宇
韩於憬刘秋萍马　 悦潘　 婷
吴　 娟叶　 炜赵　 爽季旭彤
史　 欢王静舟桂婷炜华贤宇
臧　 敏吴　 琴吴东静安　 妮
单艾菲许　 睿丁厅厅李　 康
李子惠
财经学院（６１人）：
师家慧姚　 蕾李　 娅赵鑫磊
王艳秀徐雪利王　 驰李　 敏
李庆琦王金吉王和祥朱文意
续文文李莹莹吴秋桐朱莹桓
刘亚歆李　 笿朱静文刘燕燕
曹佳佳蒋艺璇陈良宇薛　 晗
缪晶怡陈　 露谈素雅周晓琳
石才月夏　 旭徐婉莉何柳柳
赵　 耀胡君雨王　 颖吴　 彤
葛　 癑杨　 阳周红云张　 琰
王ＬＩ癑解一鸣孙　 凡张　 驰
李　 钰吴　 琦刘露露蒋培彬
徐　 征林霓君邹　 莹许会寅
宋玉琳项逸孙　 癑李　 健
戴诗宜宋自然赵建欣宣　 晨
潘　 烨
马克思主义学院（１４人）：
高　 婉佘梅溪赵　 彤郭阳伟
纪　 璇林　 威穆　 昕孙玉玲
王增宝武　 磊严敏歆袁晓苇
张海玲张可之
法学院（１４人）：
吉　 芳滕　 腾唐岑雨刘安琪

杜心怡陈　 曦查　 理张珊珊
韩梦茹熊雪姣何曦子张荣荣
冯　 媛周　 健
外国语学院（１１人）：
黄媛婷荣文洁王　 珂李远远
刘佳畅张　 悦任明珍彭超越
杨雪雪王新娟李　 娜
艺术学院（１４人）：
陈梦园刘建晴孙羽千同启蒙
钟凯月劳超超胡群义黄秋妍
景逸芸吴奕霏张　 婷张泽癑
赵唐寅吕　 烨
教师教育学院（２１人）：
王子朦张　 婷张琬璐刘瑞晗
崔炳莉范恩荣董雪婷徐　 燕
高　 爽张　 恋张倩茹刘吉霞
江媛媛沈欣欣夏亦涵胡　 静
朱　 晔石　 娴陈　 静陈紫茹
范心怡
医学院（９３人）：
臧德美李　 杨杨佩儒陈芋丹
曹　 会王　 鸣臧雪燕张　 鹏
仇　 荣高建一张士清秦家生
赵璐璐林雅静王　 宁肖　 栩
陈　 茜吴云超郭　 媛赵传祥
张国华蒋美萍宋　 格周李宁
时　 雨包正阳王　 康田　 雨
邵　 琦仇思洁丛春晖钱正韬
唐　 宇闵玉娇程　 洁洪义东
徐　 静徐　 微焦志敏孙金玲
何宜宸刘　 卿仓明明卢　 毅
庄琼馨张梓桑郝晓波杨韩清
周　 莉王宁新董　 昕牛付轩
马雅莉浦梦安王　 艳王正辉
张　 琼林方方韩　 贺张楠楠
朱　 癑陈梦娇张玉梅熊　 思
郭　 远丁　 艺金承基凌　 陈
孙　 勇谢云斌卢　 冰吕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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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亚萍朱　 虹卢　 洁骆　 思
张日婷邹欣然杨　 兰陈　 伟
李昊翔顾　 星张　 艳万峰云
王祖娴史浚颉章安伟钱小宝
蔡羽恬李卓玲周　 洲夏　 艳
沈晓峰
药学院（２４人）：
程　 锦杜坤宇杜　 夏高茹梦
蒋芳蓉梁智全卢　 艺王玉祝
韦秋雨杨秋璇朱怡豪陈　 健
成胜荣贡小辉李子豪刘　 伟
叶欢颖于一凡赵　 力郑　 阳
陈　 冬林佳俊逯胜哲史先肖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６人）：
陆　 静万福来李　 扬张林国
余　 聪吴　 侃平元峰戈志鹏
樊二东毋海梅廉益超杨梦旭
甘星城盛国臣汪　 群夏　 铖
田　 鹏司翔宇曹　 健黄凯乐
柳祝勋顾玲玉周国新李扬帆
童　 凯赵宝山方　 杰何　 松
陈　 铭陈　 超张国玉孟凯旋
余昊谦瞿晔飞姜　 昕戴　 韬
生命科学研究院（１５人）：
刘　 意夏　 妮唐涵涵王延伟
李濡妍唐培培杨　 晶李　 明
李婷婷曾　 桢曹　 维刘兰兰
康梦娜任美佳杨玉龙
科技信息研究所（６人）：
蔡　 培韩　 曦解　 荣濮静蓉
张禄芬朱思苑

三等奖（７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４６人）：
洪　 青蒋鹏

#

刘　 兵马　 标
倪　 俊戚洪飞苏　 鹏陈　 枫
褚兆飞顾　 琰赵　 彤范明明
朱建峰庞　 朔袁　 广王月美

郭新峰洪后紧周　 建张加力
鲁　 东牛田青李东波许　 悦
秦　 凯胡光耀金成嘉唐永亮
曾元明李华婷梅　 鹏王　 皓
王美冈吴　 立徐国勇徐小煜
衣杰栋余　 威张　 潇郑亚飞
周　 童周志明崔东慧高辽远
郭永强何　 行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６人）：
刘　 宽余承超黄天乐李　 永
张伯钊韩　 亚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４０人）：
蔡荣誉陈震宇储小军邓　 衡
范中心顾瑶芝梁　 晖罗江鹏
汤晓东徐新铮周　 庄陈　 鹏
陈宇航程志高洪圣康黄可鑫
李洪昌李文睿刘　 兵秦　 松
汤霁骁王智锰吴花军徐康俊
周洪剑朱　 瑞宋志磊杨家
张　 起张小雷赵　 琛常真真
胡　 超孙程炜朱　 蔡新闻
齐　 翔王新飞朱方博黄　 岗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２人）：
史嘉伟卜佳振丁学罛顾逸平
张　 亮王　 睿杨润宇路圣盛
蒋新禹於欧卿王旭东吴志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４人）：
丁　 洁段明伟郭孟蕾黄欢琦
金航帅李承龙刘　 威马奥林
潘宏明秦锦峰王田科许文龙
张利伟张志敏赵　 博朱朋辉
邹吉炜陈　 齐陈庆安陈戎儒
程汝佳胡璐瑶李万里梁　 亮
刘思玮汤　 健王绍爽肖盼盼
叶　 健张　 骥赵志豪郑科城
何　 康杜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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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３８人）：
陈宇超丁　 立熊婷婷张俊杰
赵功建吴龙奇陈　 威莫云南
吴红生谢飞武尹亚东顾　 勇
纪棋彬简　 耀李嘉诚刘赵阳
鲁　 江王　 虎王　 桢许　 健
赵海清朱　 鹏程　 翔冯赛非
贾毓臻汤明皓郑敬豪丁　 帅
杜思宸李　 磊秦悦欣宋姚烨
魏　 星谢先明许　 刚杨　 纯
杨　 燕张羽达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２１人）：
王美艳谈　 荣刘　 璐王贝贝
于加美卜雯丽卢　 越刘泽宇
丁霄霄郭亚洲宋玉玲孙　 红
张奇儒陈　 静江昊南王　 杰
蒋　 玉汤颖秀师晓漫蔡云凤
陈　 敏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３人）：
王彦斋陈　 琪刘力榕宣　 越
张漫漫张莎莎彭嘉艺司天煜
董帅兵何　 锦徐大为张　 坤
张　 璐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２２人）：
储劲松刘亚文孙郁闻天
汤宇豪夏文涛杨　 铖　 张晓林
蔡勇平吴庆典周航帆张　 丹
仲　 泽陈天然马树章王　 成
王西虎徐子

+

杨圣臣张玲玲
张庆晨周博文朱宗强
理学院（５人）：
陈　 乾陈　 媛钟政鑫周　 丹
朱　 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３人）：
卞玉龙马浩天吴苏杰
化学化工学院（２６人）：
花　 荣史听艳仇媛媛刘高鹏
黄　 伟张　 飞李　 程周　 琪

陈兆辉林鑫雨张明明赵娇娇
柯志江张梦瀚李圣远陆志远
徐　 辉张科伟董明锋芦晓婷
刘建益杨赛赛刘重阳何瑞楠
胡丰献
管理学院（２３人）：
靳秋晓姜琼琼蒋　 芮马如霞
王绍波戴一成沈鹏群王　 豪
丁祥军戴广梁丹丹庞德贺
马文玲范苗苗张　 蒙李　 萌
王　 淦成　 泽施　 建牟　 蓉
李　 杨朱　 琳王　 斌
财经学院（３６人）：
李玉婷赏书燕杨　 极施锦宏
孟庆涵杨惠姗杨双萍杨　 阳
翟丹丹张冬阳翟伶李家敏
李　 涵吴小海朱　 高　 鹏
潘维佳商雨薇张蕴茜李　 林
孔　 宇江　 湛陶雨佳金逸雯
陈炳旭张　 烨程　 岩孙建楷
周思雯张　 宇盛　 梦陈秋贜
方　 政刘皓天杨丰绩郝　 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６人）：
董小甜高晓慧贾　 欢宋潇蓉
陶春斌张　 晶
法学院（７人）：
高　 婷蒋亚轩陈雅倩吴锡滨
王思雅王玉娇王　 哲
外国语学院（６人）：
陶雨田　 怡朱婉宁夏君妍
黄　 申周丽华
艺术学院（１人）：
涂雯倩
教师教育学院（３人）：
贡雪羽陈湾泥任吉君
医学院（４４人）：
孟红霞张　 磊张心驰叶　 开
郭书伟朱　 津倪道斌洪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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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辉章　 文林立萍王　 斌
陈思澈李亚芳吕梦佳崔洪艳
成扶雨李东亚曲雪菲魏　 虹
何　 阳徐梦娇曹德冉徐　 静
裔举华沈一真糜　 磊顾　 健
任　 静郭宁宁谢俊杰沈志超
章俊亚张?烽刘建超王璐媛
余孟珠张　 坤钱傅燕雯
徐桂芳顾添一朱志伟　 刘骏强
肖令风
药学院（１２人）：
高　 昂王建萍王　 进王　 琪
吴　 波徐梦秋孙梅峰戴书畅
顾春光沈佳佳王　 倩张雅楠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５人）：
梅　 剑贾　 静严　 骏翟晓东
汤海涛范　 猛易　 萌孙先朋
王　 凯苗　 衡李林健徐胜荣
李普熙龚　 波邱伟峰
生命科学研究院（６人）：
王玉康李继彬周丹娅李林林
曹玉凤陈雅文
科技信息研究所（３人）：
陆欣怡王　 琦张梦雅

（撰稿人：胡亚民　 核稿人：沈阳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
学业奖学金（不含京江、继教学院）：

本科生获奖名单及发放情况
一等奖（３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４１人）：
盛佳男王小莹李　 想沈志豪
冯广煜李天癑张　 晨徐梦莹
朱　 栋郑　 新吴玉洁吴　 迪
张国立陈　 俊初启航张宁宁
赵晓琪蒋立洲王鹏峰李亚松

任　 慧陈　 亮刘子妍刘　 莹
毛宇翔黄金雷金见涛张　 健
王紫筠胡才会安峻毅汤冰影
柳雨肃费铖邦范明伟王子秦
刘飞龙徐军委沈艳霞秦　 彪
董　 鑫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４人）
汤玲玉郭建伦王俊杰吴　 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３９人）：
盛富鹏曾鹏飞冯世林汪文祥
潘宇豪张陈敏蔡　 峰王　 展
高

#

海邓汇凡杨　 宁汪允浩
宋鑫炎阚浩轩陆子恒杨宵祺
潘艺璇郭涵刚陈延展徐　 陈
牛俊严刘晓强王为凯余雪连
于　 丹吕强鲍彦同卢立锏
钟郑涛闫梦如张晶慧孙锦秋
罗梦颖谭　 旭陈泽洲王丹园
杨蕊毓刘鑫源曹秀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３７人）：
姜玉娇程　 人张　 聪迂文兵
陈　 颖郭孟月魏爱博陈吉祥
梁国锋涂嘉琛李　 晨王佩佩
徐亚巍袁明宇季　 均殷云潇
朱慧君杨世蜜王毅琳唐若月
庞春波金裕博邹子文李秀秀
邵丽丽王子恒李策策吴　 琳
李鸿达朱　 炫胡纪伟黄　 强
仇兴雷胡栓虎李建铖王　 成
郑振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２人）：
孙佳萌孙　 婕项义军宁　 丁
王成娟王　 婷李绍伟崔树刚
南宗良段哲文秦钱万王丽欣
蒋　 涛祖嘉星陈文静杨露瑶
陈乐利张慧慧周之期李润发
吴晓浪马　 丽马　 静李睿锴
蒋　 辉黄凯威商枝坤王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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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赛楠王　 闯马日浩徐林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４１人）：
王洪飞叶　 庆李惠龙王　 旭
李君妍黄　 乾杨益明曹东辉
诸　 言朱尧靓张建峰王泽晨
熊佳旺曾　 鹏薛　 瑞王　 丁
沈　 阳纪友州毛　 盈张欣茹
张　 静冯　 璐李　 卓姚　 磊
曾广威郭一嘉徐舒其王子淳
胡梁宏秦　 雯董文亮杨立颖
徐先宝崔玉妹刘译蔓廖仲虎
冯云华王庆芳张　 放
阿丽腾古丽赖　 恒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４人）：
张宇皓邓昱昊李　 月司晓静
李　 婷程　 芳胡庆庆李　 雯
杨　 雪张玉梅钟永梅白雪霞
魏晓鸥邹曙婷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３人）：
卢　 露王丹宇吴丹妮杨鸣凤
丁雅楠孙华锴颜梦娇郭洁茹
程诗竹吴睿敏雷　 恬刘彤彤
顾心怡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３３人）：
李智慧吴慧敏孙伟峰程俊强
赵德强王志忠潘冰儿王光诚
王欣璇杨丽丽韩文习文卓越
羌　 芸董俊杰吴　 楠沈鑫楠
齐妍薇崔晨晖陆海棠李　 唱
李　 瑞董兴宁万志栋王鑫瑞
刘波波卢晨晨张金梅汪泽源
郭　 飞陈　 镇阮鹏程刘政森
曹晓雯
理学院（２０人）：
孟　 癑孙春雷荣誉恒陆颢文
邹嘉辉陶凯欣吴佰慧高　 乐
朱海洋管　 桂温海倩王照坤
郑钰琪汪冰冰李月云薛　 颖

胡道涵沈亚非刘婧寅孙晔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５人：）
郝??孙佳宁章思婷李姗姗
朱　 蕾李学征郭鑫倩李业飞
徐博文郭文芳袁有志胡光华
蒋智鹏刘成梁王　 琪
化学化工学院（１１人）：
赵凡毓王　 婷巩新池陈　 妍
申阿慧陈　 宇王航宇叶招春
侯冰霞杨浩宇严振宇
管理学院（４０人）：
汪倾云汤肖迪邸亚芹秦维贤
张艺译许行舟徐逸峰罗　 双
窦　 倩黄汉聪柴家栋魏　 静
李思懿钱丹丹刘亚飞黄　 琳
陈佳玲胡慧婷徐彤彤陈恒恒
杨洁俗鲍纯韵王丹丹冯莉莎
程　 阳恽博文姜　 鹏余　 丽
周丽金张译如姚孟婷史　 
赵斗艳渠娴娴蒋欣羽陈丹黎
于思洁顾赢兮刘凌燕佘靖雯
财经学院（４８人）：
周思宁邱慧茹王　 露彭佳莹
吴　 诗于丽虹陈丽婧李欣纯
何　 罛徐丽婷殷　 贺张　 媛
池方圆李玉蕾童依然张安红
钟　 艺胡丁言王　 癑沈梦婕
吴佳棋钱璐欢狄　 颖高　 洋
梅雨婷潘慧凡张雨燕俞仁爱
郭文邁张佳倩陈　 明金　 玲
霍雪文宋金颖张艳丽陈文书
居　 蕾瞿佳慧庞新怡胡林柯
王燕妮朱可涵关荣迪黄婉奇
王雨桐刘茜茜闻怡婷毕　 ?
马克思主义学院（３人）：
陆静怡　 陶　 瑞　 陈　 智
法学院（１１人）：
刘　 丹游佳文张　 妍李明轩



%&'()*+

２０１７
,

４５２　　

吉　 蕾苏媛媛杨　 静匡紫薇
王心雨江晨瑜陶奕静
文学院（１４人）：
李文雅杭　 蕾明　 萌李志明
陈博聪谷　 亮聂心怡刘芷珊
王艺霏李　 翔巢　 雯朱千慧
仲腾欢孔艺霖
外国语学院（１４人）：
吴铭明于晓艳周静静周洋汝
吴科慧吴　 帅周　 敏梁会莹
刘　 琦刘力玮王艺璇洪淑婷
李　 蕊何　 娜
艺术学院（２４人）：
夏琴琴李　 丹李　 月段燃燃
任　 泽应宇婷毛芳怡王　 敏
王泽沣陈扬洋夏吉敏冯成圆
苏雅婷徐瑞清王　 斌顾爽甜
王　 妍李家赵苏杰张金瑶
陈经纬顾　 颖王楚涵丁梓安
教师教育学院（３人）：
蒋　 倩　 吴淑敏　 夏春冬秋
医学院（４７人）：
许　 莹王婷婷陈　 健彭　 昕
高钦癑钱嘉莉袁苗苗刘　 莹
余琪琪项平平尹思琪金　 倩
李　 敏冯　 丹许　 妍毛羽飞
周　 楠朱倩玉胡　 杰尹海宁
谭佳宁张佳音芦　 娟朱臖彦
汪竹涛孙　 浩沈元昊袁依雯
徐　 玲周　 鹏巩环宇康　 雯
徐吉利汪阳洋徐　 苏刘效谷
郗鸿飞蔡紫萱李凤妍陈　 思
周惠敏刘曙光嬴　 佳张晨薇
王妍楠姚芊芊甘海宁
第一临床医学院（２人）：
严　 洋　 李无迪
药学院（１５人）：
邓彤彤许文齐陈兴晔韩　 静

李小倩佘胜楠马　 涛吴钰婷
赵丹艺朱　 蓉王　 淙李　 优
刘　 燕田向荣孙梦秋

二等奖（１ ０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１９人）：
常佩佩李兴伟王莉莉潘正浩
翁田田庞一?梁嘉欣乔泽茹
蓝黄博恩平佳婵谭浩东
殷思佳王　 丽吴皓癑郭明明
王　 妍汪　 玲张运莲李　 京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９人）：
吴穗勤任振

,

刘静娴瞿文强
李川蔚高　 铖原璐彬张宗祥
汪胜胜栾佳雯刘佳敏曹无敌
卢媛媛黄玉龙徐天明童笑琴
梁显林赵　 兵刘惠梓陈　 一
李兴永赵韶凡张雪冰邱　 敏
柴惠钰赵媛媛王兰兰陈　 明
黄玉梁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８７人）：
盛梦娇王浩天郑　 琴梁　 钱
陆　 健左景旖赵玲玲谭冬明
秦松铃陈璐华吴环宇肖之长
郭士坤俞文慧孙　 航苏　 鹏
王红欢陈霞晖王世豪娄云敬
胡震东景慕蓉宫　 璇彭永强
严锐超任泽昂吴季红许星宇
曹曦文秦友才唐俊杰武　 彬
缪佳伟桂艳双杨　 珍南　 燕
施　 璜饶利婷王梦楠尹　 昆
奚　 琰朱永健吴易明马明俊
赵杭通徐红主林　 薇宋　 涛
倪　 培李　 壮莫浩然郑文宾
吴　 昊蔡宇航李凯龙郑志遷
汤佳雨施　 雨董文龙唐　 苇
杨子瑶龚一帆郑浩浩冯　 伟
朱宋芳沈泽远施苏峰洪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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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钰赵琮琪刘　 文盛　 东
王慧婷朱美玲刘　 笑张　 杰
赵雪茹金　 鑫叶小凤戴妙玲
黄　 淦刘书强崔维亮陈敏韬
郭　 栋谢剑明陈佳雨
理学院（５４人）：
卢　 莉朱雨姝张靖寅刘　 洁
姚晨鸿张田田田　 珏陈静兰
刘一笑徐　 倩夏鑫烨喻漫雪
徐启文程丹丹张　 洋李宜铮
骆思宇陈玉琪赵　 敏徐紫?
陈思源许沐文鄢舒婷邓欣悦
张　 宇李俊峰张晓婷陈佳妮
史雨婷马霖湘郭昕怡张嘉敏
王英姿惠　 杉李　 昴沈仓癑
周　 霄汪　 瑜邹含茹赵　 群
王雨喃周淼铃朱晓婷黄　 钰
高　 航钱煜詗方翎懿杨　 君
张裕阳沈雪敏高文婷刘文珊
王亚芳谈佩芸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４１人）：
杨　 哲顾月琴杨丰羽赵　 玮
谢星怡蔡彦鹏杨钰婷李卓信
黄　 贲王　 鹏刘志鹏何乃福
张　 震芮　 意杨　 杰杨金茹
刘泽锋魏雅竹吴慧玲田雨婷
李美夏蒋政轩段子姣沈春燕
刘世典吴文鑫路海俊孔维恒
吴建新董　 虎章国行李京铭
徐海昕陆宇轩张星宇朱昭文
朱　 萍沈冠良陈志远周清琰
刘琪耀
化学化工学院（３０人）：
方俊佳杨豪杰赵佳琦王东东
严雯莉于宝秋靳建兵刘梦珂
夏　 梅万耀闯万　 凌袁太艳
唐　 燕曹阿梅李凯璐李婉露
李志文刘园园何文枫郅少琦

于平平张　 萍陈红利樊晓楠
王东辉陈　 玉王英潇刘邦杰
周翔宇何晶晶
管理学院（１０８人）：
钱唯璐何　 怡余　 姝谢玉露
刘文雪张嘉蓓王秋茹王悦欣
严乐乐陈春瑾薛　 诗范晓伟
谢紫薇李凯莉郭熠雯李　 烨
李　 珂欧文文苏　 莹程春草
王一慈彭家雨陈杉杉汪明珠
陈彩蓉王福利安　 琳田　 哲
黎廷威茅　 茂闫柏含李琴丝
吴星妍徐　 佳吴倩冰富　 丽
王　 利李　 选刘新波龚苗苗
潘勤勤张诗曼顾刘栋沈静静
郭亚涛刘凡凡杜　 娟周天瑜
顾永平蔡　 癑戴　 蓉黄小雪
杨欣琦解　 君曹琦棵覃正虹
郭　 强俞晓庆过钰林艳红
郑　 聪韩晓庆蒋倩雯李晓辉
吴香兰徐夏心马天仪朱丽丽
沈孝琪张钟裕朱治翰李　 静
张逸群潘雨薇严敏宇顾加慧
谭宇静陈佳佳曹晓晓赵丽丽
张译丹尤宏峰杨　 轩束海艳
赵　 聪曹甜甜陈　 露张月莹
陈　 静陆梦怡石　 影王　 婷
李佳雯万佳倩蔡晓朦戴艳雯
杨　 悦张珊珊张天祁贾瑞敏
王炳青张明明翟志艳方　 穗
王童俊杨珊珊吉萌蕾潘　 蕊
财经学院（１２７人）：
居相巍陆威旺刘　 菲赵　 莹
夏雪莲冯　 丽李立凡苟昌会
施善希王续武王雪利李　 楠
贾红风李如蕙刘静静汪　 澜
周　 彦祖静琴韩　 蓉王丹

#

冀欣媛李韫彤杨进兴杭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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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成武　 莹李可心胡　 敏
吴媛媛唐　 杏蒋　 芸何晓晴
张　 颖邵　 雯丁　 敬徐子昕
朱　 珠张　 荣张玉婷浦静怡
崔雨骐邹志恒张宇晴常　 坤
姚　 蓉张晓静金　 宁王　 寒
张　 锫蒋珂佳沈隽毅陈　 涵
于梦雪刘　 洋张博博张　 咪
林宇晴李秋艳吴海燕祁跃男
许軻婷周清清陆子群郑丽云
张　 琛李晓慧段胜男田建茹
刘　 越付雨婷任缘缘周立豪
崔　 琪商甜甜乔晓婷黄方玉
生雳君季心慧程雯萱邓妍沁
赵玉珠俞金林徐　 倩徐夏静
徐　 敏王相芳蔡林彤杨　 月
马晓婉唐诗逸闻　 媛梁丹丹
李娅婷瞿　 玲钟　 玲孔令杰
时　 光吴　 瑶李　 癑陆秀羽
王梅娟万　 婷顾　 靖高秀洁
王　 迪盛凤燕张宏钰邱　 阳
陈妤娟董　 敏辛文博唐秋萍
黄　 烨周　 蕾张　 雪王　 淼
焦应茹虞　 惠董　 言蒋　 莉
郑　 欣钱雨昱徐籦然李思琦
于沅林连博研李丹钰
马克思主义学院（８人）：
王慧莉高方方陈玉婷袁　 琪
王晓梦梁　 悦姜甜甜陈星彤
法学院（３０人）：
葛晓敏钟佳桐杨析析林自双
李启帆夏文慧朱晨晨李　 媛
张晓珂周文婧刘何佳曹春香
张佳玉刘　 留刁永超高　 颖
程志远刘宇星孙春慧肖慧香
王文洋鲍　 琦李于兰杨艳梅
邱佳丽钟雪俊钟德能张惠惠
张伯健史晗越

文学院（３８人）：
吴中中张仁辉徐晓晓胡江洁
杨若含浦龄尹李　 沙蔡琳燕
嵇　 晗周心怡唐　 涵惠静海
顾慧慧邵莹莹孙　 妍齐安然
乔子路李　 爽陈彦斐董　 玮
王一帆杨紫琳毛天培邓燕玲
王　 倩陈若仪姜雨晨宋　 颖
李卓宸朱甜甜秦紫纤许　 珍
姚小凡丁小珊胡袺然宋娇阳
高佳滢常佩琳
外国语学院（３６人）：
汪卓颖陈颖妮文　 婧葛　 珊
曹　 琼韩明明张　 癑刘露巧
赵　 红陆亚萍申婷茜薛溢香
蒋　 倩李励帆李泽君沈　 瑾
谷琳玉张含笑金艺萌王　 韵
韩　 嘉马晨晨翟志屹缪东菊
霍锦淑朱学莲杨　 凯靳　 楠
何癑癑刘梦如王　 煊尹　 娜
孙　 欣陈小燕蒋凌霄林　 慧
艺术学院（６３人）：
方琼莹杨　 健王雪琦卜华成
王雨晴闫　 超郭怡珊曹　 蕾
郝易文潘欣云赵鹏程王高峰
邵伊冉许洪奎赵　 斌黄　 翔
诸梦佳谢志珊程思瑜谈春梅
倪嘉文徐凌珂万馨雨夏　 丹
杨　 琳刘双风王竹筠史小可
夏　 珂陈倩倩马璐娜张舒雯
梁森炎王小雯沈　 亚丁雅妮
徐　 倩贾　 楠郑　 璐张　 暖
陈秋瑾杨　 嫣黄　 思方艺舒
陈玫伊胡玉贝龚圆圆李晓倩
刘秀敏吴婉珩衡佳琦顾心怡
朱育燕夏雪吟吴尚文李小莉
殷　 倩王泽媛陈子鸣刘佼佼
徐璐思马俊杰赵海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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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学院（９人）：
柳昌灏丁　 蕾王　 阳杨以臻
孙　 欣朱聪娴蔡留宝蒋静涵
赵欣怡
医学院（１２５人）：
陈静静张　 癑汪浩洋张莉莉
王　 玉赵汉新吴　 曹嘉诚
魏竹馨孙丹琦陶梦灵周青青
阙华怡沈若怡张　 露赵梦梦
崔宇晴刘玉婉李　 含蔡珍生
秦　 静窦兴欣索　 龙周金铭
张琦琦王一帆王　 珂邹信芳
王小铃陈　 颖王姣姣王　 妍
柯美霞曹毓文薛欣怡田圩虹
褚　 癑潘　 婷刘　 赛唐　 韵
陈薏帆郁　 惠宋　 玲帅　 鸽
费朝廷肖兰兰林子瑞陈　 丽
高　 洁杜姣洋王　 颖王冬妍
朱　 美王　 卉王慧婷陈　 琳
何　 美张　 璐方界界翁轶玮
王亚捷顾自莲叶笑寒周天然
崔　 玲张雯玮周涛涛陈　 鸣
刘　 明李玉昆王　 灿朱　 桓
赵　 彤丁钰竹李　 群薛梦超
孟思敏任　 悦芮梦齐姬祥鹏
胡宁芬邢卓然朱俊辉薛　 建
钟妍其李欣钰蒋一诺宋　 旭
李明悦龚俊星顾宇峰王启琴
陶　 红潘　 璐张　 洁吴　 雯
林警威张贺龙曹佳丽王子涵
刘浩然金　 灿王秀平王德钦
王茂叶刘　 雪陈逸菲许新微
唐雨婷施鑫钰史厚珍张安驰
蒋文昊顾　 雯顾思谦彭　 琳
丁宇晨任雨辰聂　 璐胡维佳
接　 玉蒋臖妍陈伟琴谭淙豪
朱娅岚

第一临床医学院（５人）：
王　 蒙吴玉娇沈　 利张紫妍
李　 青
药学院（３９人）：
韦春梅买尔哈巴·买买提
袁安然王凯丽刘　 尖倪　 雪
乐敏芝谢小亚朱益灵陈　 丹
李薄薄姜　 癑毛怡丹朱开容
范卜溪张志颖孙　 璇李新雄
陈宇菲刘攀月韩　 霜费宇翔
史文婉褚锦仙陶芷欣郭祁元
温永兴王肖楠尹莹莹魏　 珩
周　 蓉刘　 鹏
布谢仁宛·麦麦提祝　 鹏
吕苹学廖　 越徐金泓俞雪飞
梁树琴

三等奖（５００元／人）获奖人员：
机械工程学院（１０７人）：
周枭坤陈　 广刘一娴李前奇
李奇灵支琛博蒋　 意朱少鹏
李自强张亚磊邓晓蓉杨忠健
陈跃威

$

欢庆夏瑜麟王晨阳
王　 辉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
周武超郑安锐李慧玲李浩楠
克丽比努尔·如孜麦麦提刘豪伟
徐廉政李湘恒石俊妤孙帅博
周　 政陈加徐朱昊昱刘　 唯
刘亚杰寇谦雨朱　 可唐小康
王　 浩王　 杰周仁雨陈枫华
张丹阳冒雯祥孙　 天梁　 瑾
赵庆龙龚舒恒张　 贺赵　 珂
宋　 博陆家鑫胡文景王树进
陆　 铭冷田丰赵亚君陈雨佳
仇丽阳王贺乐李　 涛闫　 伟
徐宇轩成君康陈浴宇韩　 成
王科阳万　 凯蒋　 伟柳苏洋
李新茹徐　 迎张明月项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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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谭栋陈　 娴刘诗?丁应超
刘　 威曹小华熊　 涛许晓伟
孟令康童　 浩琚灵钊夏春文
李昊谦曾罗喜张紫超郝浩然
高　 铭胡　 睿刘　 冲姚宇航
丁雯雯冯鑫晟张凡周　 赫
何庆军朱晨曦石　 啸周子健
薛　 彪魏洁安吴楚骐陶　 聪
张　 航戎　 杰常　 凯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９人）：
孙贻新金明志陈媛媛叶梦蝶
赵慧敏王红达吕晓兵石　 岩
梁亚权蔡旭阳彭　 健王浩亮
姜志嵩朱怀群彭　 宇张　 雨
李志祥冯亚文束　 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１７６人）：
郝梦胧卢　 鑫方培俊孟子涵
许纪豪陈　 雷芮　 涛王涯鑫
冯　 锋王　 昊周　 宇李　 宁
庄佳华闫家好张　 琛陆　 溢
李颖旭岳　 瑞石　 浩周锦柯
管家晨周　 熔倪瑞峰张猗淼
邓骏匀程　 杰曾梓微浦铭杰
贾方林李　 勇胡鑫浩马志祥
杨仕杰杜　 丽伊德晃张迎航
戴　 磊王　 军严　 锋史戈松
高　 亮余学进徐　 凯曹俊豪
邬江陵范鹏飞钟根鹏杨业豪
冀建宇段冰雪胡乐利许　 强
陈　 鑫饶维宁顾超繤张存振
马腾云王　 雨孙化阳刘　 腾
吴钰桐刘　 刚潘文杰滕潇鹏
陈明智董志航陈子浩郑朝捷
钟　 俊龚嘉豪高　 靖李　 伟
李　 辰薛毅炜杨鑫荣施　 涛
林文富朱彦霖徐　 杰韩冬冬
张　 显姚金健胡岩松田冰辉
叶鸽鸽杨　 晨袁　 欣徐胜楠

周　 勇苏新宇冷　 飞牛旗旗
郁　 铖张治富张　 哲丁殿勇
潘成龙王万树薛云崧杨　 帆
李何亮彭潇宇路　 盛张　 煜
汪　 珍张永春张庆元潘　 琼
宋海钦侯钰哲李孝银高　 泽
侯文硕郝慧敏金志玲仲　 颖
季照宏许　 晟葛胜楠王姜博
孙　 雨吴李荣董诚安陆　 锋
沈　 辉孙林肖关鹏辉崔同豪
洪庆键张鹤萱余永波荆东伟
秦　 健余　 超杨春雨徐　 程
张维真韦壮邦孙天硕周晓宁
刘亚威陈锦标任世恒李博文
齐军杰孙斯嘉孟德邻刘雁鸣
姬志婧张娇娇裘宇峰郝俊

*

陈　 涛闫少杰李恒飞张明真
张　 辉李雨涛陈丽晶李　 梅
冯事成晋川川李　 雪张凯丽
赵浩鹏刘　 颖安勇峰张迪彤
张　 婵潘　 冰马帅兴李晋源
王卫超舒　 兰刘　 猛朱嘉诚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４０人）：
李秋锋潘　 蔚邱宇恒王　 浩
李宇虎谢　 金朱　 桐温佳鑫
范雪莹何思南张游国周　 阳
周晓红陆启明张流杰马俏丽
程　 荣周智程翟　 旭吕宪超
张天昊陈　 阳陆帅全徐东炎
张　 凯季旭峰戴　 涛李宗哲
倪子建张　 翔郭宇翔刘　 晶
吴伟嘉罗　 杨程　 彪李　 迎
徐昊泼陈旭东詹振东吴梦君
马变雄赖族伟张超博路耀凯
孙佳佳曲璐瑶朱　 彤戴惠珍
李　 睿周雪瑜韩　 啸沈　 聪
李茹琪肖姚婷陈　 成车佳优
田　 鹏陆俊成彭　 旭陈　 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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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铄?胡金源殷宁芳郭书利
严利果刘　 斌邓佳俊滕　 爽
叶　 佳徐可伟王健伟李嘉瑞
曹　 喻于明亮凌　 晗濮泽吉
周俊杰陈　 煜程　 军申伟龙
郑　 诺蒋希之王春雨许佳晖
叶凌锋鲁鹤松张智敏叶剑楠
陈逸杰胡　 帅刘智宇吴跃虎
苏巧玲蒋　 建陈苏琳王婧叶
魏志强汤　 瑞商　 璐郑永睿
张孟李邓辉仇传康金朝虎
吴　 澳程　 康章锦阳何钰琳
张俊中谢　 东徐玲艳申纯浩
王其锶陈科名钱振华孙培茁
刘文杰姜倩倩王健权陈　 康
李　 翔张雨凡邓小强唐成城
贺盛磊邓权进张乾坤张皓阳
童佳慧胡　 兵侯宗臣陈博维
姜泽斌姚小雨杨　 洋郭天栋
张家杰赵俊杰吴　 阳滑金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８５人）：
黄　 伟喻晨辉陈　 浩杨　 雨
陈亦楠刘凤金刘润涛李　 阳
余　 丽沈寅峰戎笑远滕理君
庞艳蕊王世崇汪晓勇李伯伦
郑筱雯张　 威李成功邓融峰
毛钰涵龙雨欣李秋莹徐　 浩
程则瑞赵星星朱永昊张水敏
葛瑞泽杨　 洋祝　 辉于　 森
廖玮杰侯明川叶剑王梁功莹
何加珍罗　 巧苏　 祺邝家铭
岳晓阳李　 伟郭红涛顾家成
朱银平何俊良李　 星韩　 松
刘芮言王　 哲张思源陈翰麒
谭国龙邢　 丹徐晶晶何文博
高　 潘马祥胜王腊梅甄亚辉
李奇颖陆　 超祖朝阳余培斌
刘国庆王　 龙黎雪晴詹浩辰

钟文强陈有望犹明瑜邹　 洋
沈殷捷石龙方迪仇嘉明
江　 敏胡　 强卢青俊闫　 伟
张鑫鑫张　 牧项婷婷黄椿朝
谢天赐马翼飞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６８人）：
朱沁伟陈国辉吴孟霖姜茂林
李睿宸于晨晨王呈呈陈杰伟
王　 伟陈凯杰胡庆泽王可欣
陈隆基缪俊锋吴国祥沈　 媛
裴敏杰刘海宇钱承伟施翔宇
任曹庆林　 凯陈　 跃李默然
赵洪杰苏逸尘赵荣鑫华子捷
蔡嘉瑞曹彦琳朱春宇金　 鑫
王　 权王志强江　 楠黄煜翔
沙小杰金力成叶文昕张　 驰
王　 飞闫金磊龚泯全鞠　 颢
骆加盛庞臖水吕思睿张　 晨
徐轶胜张佳鑫俞珏鑫杨光绕
张　 琦陈昆琦崔贵洋王林胜
董毅超孙　 超张　 越翁煜超
俞舒强诗佳李昀哲刘　 稳
贾晶荆何志阳李思鹏温顺洁
屈长存张永民万振宇田　 祝
尹相一王永翔曹　 锐韩　 钦
吴梦瑶陈佳锋赵逢晨赵　 杨
肖文怡李雯雯顾明昌龚　 成
吴定英何　 昱陈金龙
甫日甫才仁戴湘宜刘　 权
石子坚王义凡卢　 帆孙道万
李　 萍张世义杨　 姝曾波健
熊积奎张译允杨　 锴杨丽雅
周子航陈义德苗　 甜张　 恒
陈锦豪韦　 杰曹　 毅程　 超
曾传军余若婷彭　 球王　 宇
张　 敏何沛凌汪　 龙井鹏飞
王志昊栗　 志李　 洁蒋宇
黄倩婷李春雨李彬榕郑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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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越徐云捷李清林姜新桥
伏吕慧朱国英陈恺健王子烽
陈少飞李志鹏于泽伟裴俊安
杨　 浩王灵娜何　 翡詹婷婷
王玺文潘耀雄刘佳楠刘　 伟
刘日舟梁蕾蕾吴　 怡季志军
雷国媛王钰莹项文良黄培珊
顾云丽雍　 爽胡方静王　 强
杨张众葛玉琳谢亮亮武家超
强　 蕾陈康康田杨鹏李妍衡
张浩楠庄金科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５４人）：
梁妮妮孙　 楠张婷婷陈方颖
王　 春武昭腾景张牧于　 杰
时　 雨林　 莉张艺露代　 梅
薛延博李宇翔徐　 腾曹学润
尹利桃吴嘉琪明庆香吴学岑
木勒多尔·赛力克皮桂泉
古丽努尔·乌尼尔别克黎一丁
瞿志超徐方艳程　 静李　 锐
汪山虎孟耀月李宗壁赵文静
朱　 楠耿彦昊陈　 瑶刘　 昕
王宏利胡怡波李素华史欣涛
田　 雨田　 静周露露姜震阳
张倩倩鲍欣睿朱巧玲王诗斐
毛宇珠王雨童胡丹丹田　 媛
纪　 悦黄清清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４３人）：
王　 嘉季舒婷宋一格胡志远
田宇航王嘉铭蔡娜娜蒋博文
韦安冬汪　 能胡德斌刘义嘉
田朋霖张　 虞卢　 静沈亦秋
毛　 伟杜成杰蔡　 慧刘莎莎
岑元筠刘慧玲冯镜如李凯祥
张修文李翔宇刘　 鲡张晶晶
刘　 祥候操正李霖昱詹传香
陈霁清郭洪运肖　 驰张　 争
欧青青张莉娟沈佩瑶刘雅婷

李嘉宾顾金增曹朝阳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３５人）：

贺一粒蔡爱华许秋煜杭晓芳
尹枳熙蔡晓海严　 蔚刘耀东
沈楚盈唐　 孜朱庆红周俊鹏
张　 涵韩　 博刘莅辰尤　 婷
林文晴由　 甲程子鸣闵姝文
郭　 强吴奇俊袁　 薇张斌杰
毕汉斌李正军张　 悦卢文敏
张　 哲宋欣阳史玉倩张俊霞
施　 欢武静雯陶　 宇郭梦雪
杨　 帆王思琦谭雯婧李小月
姜明鑫寇俊娇经普杰范如意
罗四甸宋维成吴真斌刘淑贤
陈　 瑶包文吉范书钧周子微
高凯雪胡晓琳祁　 超耿东飞
陈弘愿高翔宇鱼　 蕾单　 杰
徐俊辉张桂青候艳霞杨秀梅
曹雪婷周亚菲丁凌森唐　 玲
苏　 单施蕴成昝彦竹王　 浩
周　 晋谢婉君李立权仇凌峰
郝硕辉祖广豹王阳光潘　 冰
刘玉强缪海晴林　 彬覃　 鑫
罗正睴朱必松张　 熳刘　 婷
汪晨睿常康康李昊东刘　 磊
丁　 戎陈晓瑜陈　 欢陈　 悦
石运阳赵　 尧陈子涵申玉洁
张舜尧杨羽涛苏　 鹏饶清梅
何童瑶韩云朋钟永峰姜泽祺
李　 男叶　 枝周　 健郑龙部
江佩斯邓英豪王　 佳施雨婷
王晨光吴联雄李　 岗王科人
周保宏徐家平祁润梅任文欣
赵子安蒙森荣沈凡斐刘丰恺
唐紫芬黄慧欣曹　 杰吴寒晴
张雯雯万宇杰杨　 雷
理学院（１１３人）：
何宇韬周正一黄琪凤周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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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航许勤凯俞　 璇沈斌一
李　 洁朱晨捷吴金君滕漫珊
徐　 旭金逸凡王　 欣付　 君
端木文静严　 乐沈梦雅
秦方怡张佳骏吴海?韩　 雁
张　 吉尹奕佳杜雨晴朱霖桦
滕宏成沈丹丹张慧敏孙张琳
魏　 娜曹思雨尤佳乐周晓娜
程秋阳冒宇鑫唐华龙陈　 凯
洪靖凯梁天宇曹骏杰王　 怡
庄淑兰朱嘉怡朱雨勋秦文健
孙　 豫钟天一金　 悦徐文婷
胡　 颖陈奕含施碧清王梦宣
吴云霞金晓莹袁金波伍　 越
李青青徐　 仪张　 鑫薛润玉
左承毅张利娟钮飘妍张　 柯
王　 展何丽娟汪水雨翁誉榕
陈婷婷王　 雯汤晓婷李栋梁
张　 尹沈　 同李子童戴凌飞
张煜黄瑜倩沈俊杰张灵芝
李耀鹏唐　 茜颜　 月周宇栋
许梅杰李世闻刘天宇洪　 蕾
常　 昱蔡婧萱张昊解舒涵
黄子橙倪逸彬刘晓洁辛　 昊
李　 坤刘海杰陆雨静翟云佳
陈家禾夏天宇何玮嘉冯来和
孟　 笑陆　 涛杨　 楠张　 洁
施斌杰范竹君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７１人）
吴　 蝶何　 琪姜超颖吴诺佳
顾晨曦金志成姚　 琳王雨露
王　 娜王　 楠张俊亮肖　 潇
周　 竹吴　 伟段慧敏李竞先
张星宇潘学勇刘俊姿岳　 伟
李苏畅陈　 林孙宇晨李婷婷
顾　 婧李　 芳陆昕然殷　 达
汤　 琦盛希璇王玢莹张跃成
胡朝磊毛佳伟李梦凡王亚梅

王　 洁吴高平康志斌吴磊磊
钱一征贺皓

,

王　 逸周丰毅
陈　 超刘　 浩张福芸王守兴
汤　 臖徐雪冰史蓝天杨　 亮
漆仲浩卢　 杨陈书云陆蕾玲
毛懿丞田　 昊周天瑜孙钟宇
孙　 蓉邱甲乐沈明军袁晓冬
赵明珠蒋　 涵马梦娇王　 震
刘　 诚颜孝诚丁健宇
化学化工学院（５６人）：
赵泽润李东升宋佳宁冉会平
罗　 丹汪　 玮耿天莉李金桥
高梦涵王嘉慧高蒙蒙陈学平
许锦超陈倩倩安子昱宋　 丹
王　 畅张帅斌傅诗萌李晓彤
郑宛茹杨少霞余　 强高添翼
郑　 洲徐雨艳王　 娟徐钟韵
周梦蝶徐广远周　 宇李美瑶
郑万豪张伦帅王一凡田　 娇
杜江婷赵奔程徐玉虎付　 饶
吴佳明赵康康张秋实王馨雨
李　 湘王　 军甘丽平李　 欢
蒲志龙练冬生张雨琦汤泽宇
胡新颖孙静宇张一飞吴　 杰
管理学院（２２９人）：
赵婉丽罗秋红孙琼丽刘　 苗
罗　 英张海琴朱文玲刘宗冉
谢迎回蔡思佳于丹丹徐倩雯
韩丽娟赫佩瑶谢子凡李思涵
王文雨谈　 笑王艺轩姚冰茜
王皓月丁佳叶邵宇杰俞　 晴
马蓓文韩佶容卜玉凡周可欣
章　 文杨　 琪邢梦情徐倩茹
马　 锐刘苏逸孟　 婷孙　 琴
李文熠许一乐戚明璐王文婷
邱晓婷蒋金金黄帅帅冯　 立
王玲莉张世睿曹钰椒薛浩洁
尚　 鑫谢丽玲李晓情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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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锋陈　 鑫石永健何美春
倪　 仪杨薇汀王　 琴陈舒玉
郑俊锋文　 凌周文萱陈金超
任亚欣李玉琴臧　 秦毛文智
杜　 恒孙霞霞汪　 凯黄贵林
黄　 攀江邓峰谢雅丽苏清霖
杨姗姗韦凤莎吴子乐顾钊瑜
谢俊梅雷丹红张　 楠于　 浩
万　 晶张兰兰丁佳琰邱佳红
周文璐蒋青艳季梦婷钱　 香
郭　 翔刘亚琴梁　 雪朱青文
黄　 茜孙　 乔段相宜曹　 阳
曹戍芬刘　 悦左雪薇梅　 佳
赵　 静赵　 癑许诗薇毛　 芳
王　 远吕文婷杨　 星韩　 会
高　 雅刘　 彤陈　 涵张梦婷
周　 健朱　 丹陈　 香陈西玉
林　 峰缪　 芹陈娅锋方　 超
薛钰涵张臖茹朱　 莉许燕萍
龚月红严祯鹰周　 悦邹佳璐
雷溪莹杜菁菁李　 洁陶禹霏
袁　 园彭　 艳吴若琳钱　 琴
高恺志魏　 笑张　 成刘宏笪
仲　 倩朱　 晨徐玉环李梓佳
孙敬云吴　 超周苏汉吴义龙
傅　 磊陈宏

)

孙海燕吴贝贝
赵　 驰卢　 阳韦　 晗罗　 洋
张　 婧沈艳培郑晶晶李　 娜
程　 伟赵　 瑞成　 果张新宇
林美玲吴静波杨　 迁王苏睿
昌甜甜金　 越何慧杰柯锡芬
秦艳凤邵　 昆申　 童赵　 梦
孙雪花周蓉蓉刘少康尤　 冰
范　 毅王淑君朱娟清赵翊彤
费璐遥柳　 鸣杨　 影潘爱莲
刘田田任小星刘建月李思佳
赵　 宁李晓旦周　 伟吴丽娜
周慧君王梦婷杨金晶陈珈慧

丁菊萱王舒雅李　 玲何敏颖
高灵洁薛海蓉李　 路杨依沁
梁城伟汪能博王颖超李菊露
郁静怡张钰婷方雪婷李　 音
马　 媛冯馨钰李紫潇程　 林
刘缘媛胡亦清黄凤莲冷　 惠
张子涵
财经学院（２７０人）：
傅显惠杨嘉俐徐齐婕何　 苗
汤先润戴淳艺季　 娴曹鑫璐
唐杨阳李沁悦张博文史添羽
李　 铮何　 倩应红新宋波君
张　 旺徐泽宇刘银银李　 旺
仲学文刘佳萍符伶婷谭竣文
查雅倩朱寒菲章陈瑶洪晓冉
杨　 馨胡慧慧张　 茜胡海燕
王韵芝陈小琴明　 妮安　 慧
顾硕文王柯毓黄兴纯沈星浩
吴　 珂刘香楠龙佳楠仲伟琪
杨　 铭练　 清卞瑞钰左　 晖
许　 多王紫怡黄思佳张康焕
白　 昕于诗倩单慧婷谢海霞
吴昊玉姬星星丁　 颖徐林相
周　 雯唐　 兰张玉叶张艺璇
陆　 萍龚钰煊潘欢欢陆燕林
刘碧芸徐燕敏居　 欣谢亦诚
陶正兰江丹丹赵伊雯陈　 颖
孙　 振罗佳惠刘文美鲁　 月
姜丽阳邵广涵许姝雯刘肖婷
马江楠朱?锋张冰沁施佳珉
周巧玲姚业清韩雅琳龙娟娟
瞿叶文姚梦洁李　 敏张天洁
杨蕊嘉杨　 婷宣　 阅胡鑫垠
顾宇童袁　 璐章轶茹高　 丽
刘　 茜黄青玲徐晨晨刘　 彬
万安位王　 雪沈钰蓉彭　 鼎
刘凯成王静佳张文艳钱嘉怡
冯雪梅方雪婷钱　 雨李希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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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海蓉张哲楠翟　 笠姜贤谭
王　 艳张艺鸣康　 晓程芷蘅
李佳林陈子悦陈雨薇彭苏阳
杨红圆沈　 薇吴　 晔王冠琪
王丛庆孙家根娄文声朱雨昕
盛赛赛陈叶青秦浩玲赵志岚
金　 晖章泽瑶俞橙澄张婧洋
杨　 婷夏　 陈　 慧苗靖雅
李霜霜穆美娟楚丽平夏沁蓥
袁海莲姜　 宇李　 享王倩婷
张岸琳彭中星陶兰慧梁欣晨
姜月桦卞亦心车希越曹梦瑶
郭如心邱乐涵何　 恬沈婷婷
王　 优张红丽郭雪群郦倩茹
朱雯琦朱玉梅戴晨曦黄莅峰
曹晓慧王　 晶童　 玲张　 奕
王佳露闾璐瑶张怡超施蒋潇
段婧蓉夏　 琦张　 筠刘　 杰
李莉莉蓝　 凤赵苏雅周　 盼
夏　 航徐文峰宋　 杨韩徐怡
张思梦何明珠王许华王紫璇
陈宗正魏扬帆谷亚玲韩迎香
王　 婷陈　 敏杜晓旭刘　 琼
赵　 广陈嘉琪刘娇娇王文欣
李沁颖王　 欢彭　 癑张文斌
金文菲季钦雯葛舒婷邓　 岚
皮　 洋赵新远汪　 旭严　 妍
周　 淼蒋　 懿张　 宁张　 昕
蔡渝娇葛甜甜夏霁渲戴宗糰
郑梦瑶陈思聪夏成敏张羽佳
史慧颖张财经陈聪慧何　 萍
徐思毓吴鑫淼靳昭晖孟文慧
张晓晴张楚欣庄梦月刘明颖
燕依晖邓　 颖姬桂荣李粼粹
梁云杰田　 慧马文娟陈佳飞
钱　 莹刘　 锰薛慧敏李家邦
曾凯癑常　 婕李艳子王佩娟
何雨峰许　 超

马克思主义学院（１７人）：
程　 敏吴琳华刘佳林李文其
李　 璐席国锋刘舒文芮方莹
邵莹吉朱朝铃焦　 娇顾雅萱
连心慈林　 芝张鑫梅虞梦婷
戴馨科
法学院（６４人）：
李　 曦牟　 欢项安迪赵秀美
陈昊淼许　 妍杜泽晖孟思雨
施　 浩杨　 洁许晴晴阴亚微
吴会琴张炜宸陈子妮刘　 颖
严思雨吴　 杰郭凤琴陆志锴
邵雨敏曹　 倩郭红伟陈远宁
朱　 雷葛斯琪张　 筱王琳娜
周　 花彭路奇苏雅雯沙　 莎
赵　 瑞向　 肖万　 瑶邵　 佩
刘亚平李　 宁李紫荆杨　 艳
严倩倩潘　 睿何慧敏马文静
王雅群许波凡白小梅王小恬
张慧宁王　 宁陈嘉乐顾　 菲
曾　 丹邓策仁周念九柳菁萍
林　 容郭公为方　 晴刘淑文
蔡思佳籍舒云向小翠孙语晨
文学院（８０人）
付谭谭张艳如张　 丹丁海华
康家慧赵平利陈　 晨相封青
黎　 婷陈荣荣姜婧文陈嘉琪
史嘉艺陈白哥潘　 昱仲艳青
王　 倩尹　 怡黄　 壹明玉杰
纪传洁顾陆燕黄妹琪唐忠琳
仇　 云陈冬卉江　 雪焦舒婷
薛　 文徐思琪舒琪雨盛忻怡
孙子璇盛　 莉张逸霄王　 婷
高　 丹任　 幸徐澜鑫沙　 菲
陈　 静王　 倩张　 妍马玉萍
王雪珂李宇涵袁浩峰许　 静
雷　 敏洪宇卿秦子仪李冬雪
包　 瑜刘云梦徐　 艺储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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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福玲陆　 樱焦可遇金雪钰
何香莲王君娴张晓焕李雨倩
程志丽周佳琪李梦瑶张　 赵
王妤予吴凌辰刘静娴莫双媛
祝天月刘　 恋郑　 昕吴　 洁
孙　 银魏　 玮陈凯欣朱思伊
外国语学院（７７人）：
钱丽佳邹沙沙李　 佳冯婧璇
韩建华李姝慧袁瑞萱李勤学
吕文欣杨　 扬郭佳嬴马伶俐
籍舒敏臧美琦梁　 钰俞　 涛
吴燕萍钱　 颖毛　 玲易新语
周　 敏周厉靖叶梦菲李兰兰
何晓潇郝　 好陈　 康朱艳萍
李恺琪崔　 丹李　 晗姚　 云
徐佳霖柳佳瑶夏　 佳李晓东
鲁从雨李东慧顾安然吴悦馨
骆沁癑王　 璐周天宝吴艳琴
刘　 蕊杨　 洁殷　 雯杜　 霞
赵珂心张?莉许冬平王　 巍
王　 云刘子恒安川川李　 悦
吴婧娴张晨光辛佳东魏　 洲
李可可马爱辉帅　 领于　 佳
张雅倩赖鹭婷赵英驰黄潇涵
姚　 珏李聪寅陈慧平钮广健
魏春秋刘万里陈薛颖陈　 悦
颜佳

#

艺术学院（１２４人）
桑子艺张　 丽许　 丹徐敏慧
李　 冉童莉莎闫亚朋周陈艺
陈兆炜李佳豪韦　 亚屈蒳博
王静芝雷涵涵易莹娟陶　 丽
杨　 敏王文晨丁若红常严秀
曹独清单　 野魏　 娟陈　 星
汪佳楠江　 芹余萌萌蔡世杰
沈雯童陈菁菁张　 凇申美佳
张家魁任丁丁周文青姜亚平
周明癑焦莎莎王　 惠刘家摇

黄　 琪张伊倩姚亭亭罗　 晨
邵李雯胥德连李玲莉丁逸楠
刘双银俞　 怡徐丽丽魏秋婷
王彦东陈桂丽许文洁杜　 娟
戴彦琬许　

#

朱寒阳李　 雯
黄冰冰蒋紫薇白亚君黄何静
陈湘云李慧娟吴倩如吴婕妤
黄依芸魏雪洋凌　 胡亚斌
袁心仪尹文然王甜甜孙旭芳
王　 帆岳统跃徐　 凡童　 宇
杨雅娴吴　 蝶施　 凡张玉洁
彭曼芳周　 敏李静瑶付琬茹
石建明曹雪琦邵　 会惠庶然
潘森强李昕鹏罗培文周玉兰
黄天羽金秋月黄丹红张雨婷
陈珏安秦露露陈祥丽陈冲冲
巫晓硕潘嘉祺王如如吴俊璋
张丽媛闵　 昶陈梦兰黄梓雁
吴烨丁欣雨左丹妮樊静怡
殷紫倩林静雯袁　 帆杨　 易
刘栅杉王欣怡杜婧徐晓丹
教师教育学院（１９人）：
陈　 怡潘玲艳张雨晗吴　 凡
赵金敏栾一威靳　 影陈梦雪
王　 峥潘　 枫洪　 俐朱雅静
邵明铭吴　 倩孙新丽梁贵龙
张心怡周　 晶吴蕴烨
医学院（２６５人）：
顾　 洁吴旭楠杨　 帆陈雁雁
李桃琼张盼盼聂　 忱陈步圩
李楠楠陈王一鸣王苏文
沙春丽程孟微孙海涛李春兰
?倩云王　 云姚晓刚高　 洁
蒋梦迪李佳琪叶　 佳王伊凡
薛秋苍邱　 磊周茜洋许　 焱
闫丽敏李海璐彭煜健徐　 ?
夏　 浩姚欣妤赵　 静张昱培
何腊梅高吴江黄文韵杜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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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晶莹高　 寒黄颖孜高　 洁
王茜茜王德钱郑　 峰温爱玲
李亚兰李萌萌玛合巴尔
农家聪郄吟吟李　 婷吴成龙
马青梅王沛青丁小松仇　 越
张子烨叶健康李朱萌蔡　 秀
王　 娟季　 琴朱咏梅郝　 玉
黄雪阳王　 丹李欣悦王丹丹
陈　 阳袁　 琳吴姝婷单　 冰
谢倩倩黄梦媛蔡黎黎陈媛娴
舒民洁尚晓彤徐肖杨郭亚欣
陈延玮徐恒娟朱凤凯陆　 瑶
钱佳梅李成程马东升王　 静
封　 蔓魏　 瑛何　 瑾朱冬梅
孙唯一罗　 颖杨诗颖周婧羽
霍连丽李　 昕葛　 荣杨智涵
柏　 钰杨志慧姚春芳王　 悦
张　 盼李　 静居佩佩朱书棋
谢文池赵玉芹张露丹朱琳琦
方静伊沈嘉琪李　 静戴玲玲
宋　 颖侯　 杰王　 宠孟　 欢
陈　 钰许　 彤马　 郡王丛静
高　 悦戴　 瑶祖日古丽·加帕
赵雨花王　 晨戴海燕张晓倩
吴　 立陈羿帆史　 彬陈遵宇
谢佳茜徐夏月陈莉婧吴承帅
吴其超马　 臖李　 闯赵婕吉
张昕瑜何　 蒙向鹤麟李申萍
梁宇成蒋　 宁唐子璐周雯雯
崔丽萍王　 晗谷　 雨宗明慧
师忠港王艺凡赵　 耀刘燕晓
马诗雯吴　 妍张子宁李诗晶
一　 诺路　 宇潘智阳郑怡雯
马　 力丁　 豫徐　 彤刘　 璐
谭　 燕姜莉玲高传美王　 钰
魏　 妍于　 倩许　 萌吴思渔
郭志颖张紫薇杨金金王煜璐
朱然律刘家思胡　 玉杨俊辉

徐　 坚冯啸尘李　 芳王　 潇
李　 婧商婷婷景　 静王鹏力
陆　 靖朱佳山江　 超王紫艳
王　 琪张厚云朱英?沙紫琪
罗星雨佘远岭吴克寒祝祉妍
蔡　 癑刘玉鑫王　 璐张　 冬
韩瑞晨陈明娟肖　 卉顾　 琴
王岩金杨诗娴陈　 骥刘国倩
费　 菲谢换飞易周易仇　 欣
赵雅闻周婧文顾鑫蕊何　 昊
王睿琦马翔宇李宏慧王　 颖
文莹莹李一镭沈　 宇杜新月
田　 琪周俊邑朱　 艳闫　 昊
谢　 恺瞿施慧徐　 颖龚　 宇
顾栩蟚张书剑翁苏节胡朝婷
袁紫菱张　 倩张　 伟张　 晓
李孟璇姚何莹李雯雯陈雨琪
吴　 凡强　 露赵　 云张鳅丹
马悦章李云美袁　 泽王双玉
第一临床医学院（１１人）：
沈楚莹刘莹莹

-

晶晶董丽萍
秦　 艳朱春雪刘　 晴宓兰兰
杨　

#

王艳泓卢　 俅
药学院（７０人）：
马改玲赵倩倩李晓倩翁　 雯
刘玉杰张慧明王　 颖殷　 蕤
王坤乐张　 嫱许晓倩李元昌
郭松萍范静怡史明敏侯雨辛
张小军王　 振丁俞珍周丽红
赵春香卫晓彤买尔哈巴
夏小莉王启晓鲍丙浩张佳同
段丹清李东杰赖振梅尹星星
鲁洪宇彭诗雁陈顾荣华
何津津罗　 铭范小蔓王丰倩
徐亚男田明燃王福元毛　 翔
张家乐刘田利张　 岚乔树森
高良来王福送连广昌杨　 倩
蔡志慧张亚婕顾云双金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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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静甘家翠张梅平李学勇
蒋　 森张　 琴滕夕莹沙小芳
居　 敏胡建国姚道敏张瑾萱
张　 菊成丽媛茹　 浩唐　 婕

（撰稿人：张　 芬　 核稿人：沈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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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继续坚持“一点四化”心理健康教育理
念，夯实“队伍机制筑心工程、心理活动
健心工程、教学科研育心工程、咨询服务
暖心工程、危机预防护心工程、学困帮扶
塑心工程”等“六心工程”基石，努力打
造有江大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
【筑心工程：队伍机制建设夯实基础】 在
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江苏省心理健康教育
先进评审中，校心理中心被评为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先进集体，２人获先进个人表彰。
全年选派１０人次专兼职心理人员外出参加
会议、培训或督导。举办了以“团体辅导
技术在辅导员工作中的应用”为主题的第
十八期心理辅导培训班；着力打造心理教
学、团体辅导、心理咨询三支队伍。全年
累计心理委员培训２８０学时。完成２０１５和
２０１６级２ ７２６名心理信息员培训共计５０个
学时。
【健心工程：心理教育活动“四季引领”】
举办以“感受生命活力”为主题的第五届
“３２０　 咱爱您”心理健康教育周、以“聚
心　 筑梦　 飞翔”为主题的第十五届
“５２５　 我爱我”心理健康教育月、以“心
飞翔　 梦飞扬”为主题的第三届“９２０ 　
就爱您”新生心理教育周和以“心身健康

　 快乐生活”为主题的第六届“１２·５ 　
要爱我”身心健康教育月活动，打造了以
３２０趣味心灵竞技赛、５２５心灵手语操大
赛、９２０心理信息员培训、１２·５身心健康
工作坊为特色活动的四季引领文化品牌。
全年共举办活动１３０多场次，万余名大学
生参与。
【育心工程：教学科研工作稳步推进】 在
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举办
的２０１６全国科技活动周《让心理健康理念
进入每个大学宿舍》项目中，心理中心１
人被评为优秀组织者，２人指导的作品分
获一等奖；在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心理健康教育
先进评比中，１人论文获评优秀论文；心
理健康教研室１名成员参与江苏省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审定教材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第三版）配套教
学视频录制；在江苏大学首届素质教育类
课程讲课竞赛中，心理健康教研室参赛的
２名成员分获一、二等奖。２０１６年共开设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幸福心理学”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３门公选课程，并
承担了“生涯发展指导”公选课中心理健
康教育部分的教学，共有２ １１２名学生选
课，累计课时３７２学时。
【暖心工程：心理咨询服务“质”“量”并
重】 心理咨询接受电话、现场、网络
（试运行）预约，实施心理咨询全通道运
行；心理咨询员全部具备心理督导师、注
册心理师或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实现全
资质上岗；工作日咨询师排班和周末朋辈
咨询师值班，实现全天候服务；同时开放
４个心理咨询室，建成５个二级心理辅导
站（增设了医学版块“心韵阁”心理辅导
站），丰富大学生求助渠道。
【护心工程：危机预防干预心理咨询服务
“质”“量”并重】 加强危机预防“金字
塔式”四级网络的建设，采用新系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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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开展新生心理普查，共为在校的１ ９８５
名全日制研究生、５ ６２６名全日制本科生、
２ ４８４名京江学院本科生建立了心理档案，
建档率连续６年１００％；对普查筛选出的
７０名研究生、４３３名本科生、２０６名京江
学院的重中之重人员，组织了国家心理咨
询师进行一对一的标准化干预；对普查筛
选出的重点人群，配合学院开展好实际的
摸排工作。加强对老生心理危机的实时摸
排，重点人员建档随时观察，患病学生及
时转介备案与监控，防患于未然。
【塑心工程：学困帮扶教育成效明显】 继
续深化学业困难学生“四位一体”的帮扶
教育模式，不断巩固学困学生的帮扶成效。
学校心理中心组织申报的学业警告学生的
帮扶项目在２０１６年江苏省高校辅导员精品
项目评比中荣获一等奖（排名第一），并
成功入选教育部２０１６年全国辅导员精品项
目（全国共３６项）。２０１６年组织了第九、
第十期励志素质拓展训练营，参与学员共
１６２人，并对所有学业警告学生建立了帮
扶档案，帮扶效果显著。统计前８期帮扶
效果，总体转化率达７４ ７４％。

（撰稿人：詹方园　 核稿人：陆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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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概况】 围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２０１６年４月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
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
学院坚持以来华留学教育助推学校的转型
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学校为主导、学院和
学科为主体、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的全方
位、多元化、重实效的教育国际化新格局，

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学校通过了教育
部“首批试点院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
在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会议上，教育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郝平在讲话中特别表扬
了学校的来华留学工作。他说：“江苏大学
党政班子高度重视留学工作，积极推进，
锐意创新，制定了包括来华留学在内的教
育国际化发展规划，通过组建来华留学管
理委员会或留学生教育领导小组，将各个
学院和职能部门动员起来，形成了学校统
筹、部门联动、学科导向、分类支持的工
作机制等。”学校成功入选“留学江苏目
标学校”。目前，学校来华留学生规模达１
８９７人，其中学历生１ ３９１人，分别列江苏
省第三、第二。３门课程入选教育部英文
授课品牌课程，全国并列第五。中外学生
共同组队参加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留
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
旅”，再次蝉联江苏省冠军，才艺展示取得
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学院副院长王丽敏和
留学生李丽接受了ＣＣＴＶ５的采访。学校代
表队荣获２０１６年国际生理学知识竞赛第二
届中国大陆地区热身赛第一名。１２月１０
日，学校成立我国首个地方性“一带一
路”国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和江苏大学
“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学院”，首批４０多家企
业组成联盟参与海外留学生培养工作，订
单式培养国际人才，校企合作，抱团出
“海”，开启校企合作订单式人才培养的新
模式。《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网、
中新网、光明网、教育部网站等全国主流
媒体的关注，１１次报道学院来华留学教育
工作。１２月，江苏教育电视台专访了学校
来华留学教育和教学工作。
【主要成绩】 １ 学历生招生工作注重提高
层次。按照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总体目标，
留学研究生招生工作取得了突破，全年招
收２０４人，超额完成了１５０人的年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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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８７ ２％。中国政府奖
学金（ＣＳＣ）招生首次突破５０人，其中首
次启动的学校自主招收ＣＳＣ研究生２５人，
录取比例仅１０％左右，高标准超额完成任
务。招收本科生１７０人、各类学术项目短
期学生８１人，共计４５５人。２０１６年生源新
增保加利亚、厄瓜多尔等９个国家，目前
学校来华留学生生源国遍布六大洲１１３个
国家。２ 本科教学紧扣“提质增效”发展
理念，优化教学管理工作。７门课程获评
江苏大学英文授课精品课程，３门获批江
苏省精品课程，２门为培育课程；３门获批
教育部品牌课程，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３名留学生任课教师获批教育部资助赴加
拿大进修项目，２４名留学生任课教师获学
校资助赴海外进行教学法进修；结合教育
部来华留学生教育项目质量认证，以评促
建，提升各学院的来华留学教育教学水平。
３ 研究生教育注重提升内涵。不断壮大研
究生导师队伍，新增１７名留学研究生指导
资格导师。规范留学研究生的培养管理环
节，修订、完善留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
位申请条件；积极参与留学研究生教育质
量评估；扎实推进留学研究生教育信息化
建设，提高效率，规范管理；留学研究生
第二课堂精彩纷呈，积极参加江苏大学第
十三届中外研究生模拟国际学术会议大赛
和研究生英语演讲比赛等，并取得一等奖、
二等奖多项；成功推进第六届中外研究生
学术论坛举办工作，和研究生院、学工处、
团委共同努力，着重打造质量优先、精品
论坛概念，活动影响力与日俱增。４ 学生
工作亮点纷呈，管理和服务走向制度化、
精细化。王丽敏副院长在２０１５年江苏省辅
导员案例大赛中荣获一等奖，并获评
“２０１５江苏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及江苏
大学第三届“感动江大”人物。学校加纳
籍留学生在加纳日报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ｎｌｉｎｅ上发表

了《每个加纳人民都必须学习的６个中国
特色》的文章，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学院连续第三年有留学生入选江苏大学十
佳青年学生。院刊Ｏｌｉｖｅ、医学留学生杂志
ＰＵＬＳＥ均发挥了引导宣传作用。江苏大学
手语操比赛中留学生再次荣获一等奖。运
动会和足球赛学院再次蝉联冠军。中外学
生共同组队，在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
“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
旅”活动中获得江苏赛区预选赛冠军。成
功举办第六届国际文化节闭幕式暨首届
“最牛江大人”才艺大赛，中外学生同台
竞技，组合表演，为学校师生奉上了文艺
大餐。留学生对社会、学校的认可度总体
较高。５ 外宣工作成果丰硕。坚持“全媒
体、立体化、有特色”的理念，学院始终
将对外宣传工作置于重要的地位，与招生、
教学、学工并重，各条线互相融合，以内
涵建设为本，重视各条线成果的展示与推
广。海外教育学院的所有活动按照“谁组
织、谁写稿”的原则，全年在江苏大学江
帆网和《江苏大学报》共刊发报道列全校
前十。省级以上媒体报道３９次，其中中新
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和
中新网等中央媒体对学院留学生的报道１１
次；镇江各电视台８次报道海外教育学院
留学生活动。教育部英文网站首页曾经５
张留学生照片中，有４张取自学校的留学
生。截至１２月，海外教育学院微信关注人
数已达４ ２５６人。学院获得江苏大学２０１６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６年
度十佳中文网站”和２０１６年“十佳二级英
文网站”称号，再次取得了“大满贯”的
成绩。主编出版《“留”光“异”彩———
江苏大学来华留学教育媒体报道》集锦，
扩大了学校来华留学的社会影响力。６ 办
公室工作卓有成效。２０１６年以来，共接待
上级领导、各国使领馆、国内外高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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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等来访（团）５０余批／次，先后
组织、承办了全国ＭＢＢＳ联盟高校会议、
第三期教育部全国留管干部培训班、江苏
大学“一带一路”产学联盟成立大会等大
型会议，受到各方肯定。起草了学院“十
三五”规划草案，完善了来华留学相关制
度，优化了学院办公环境等。
【招生工作】 拓展招生渠道，提升生源质
量。１ 统筹规划，拓展招生渠道。鼓励各
学院／研究生／中心成立“来华留学生招生
宣传工作小组”，选聘留学生加盟招生团
队，选拔优秀留学生组建留学生招生宣传
团队，重建中、英文（拓展至韩语、德语、
法语）学院网站，及时更新所有新增专业
和其他招生信息；改版和升级招生宣传资
料，积极利用新兴媒体进行招生宣传。加
强与境外教育咨询公司、机构的联系和合
作。与全球最大的留学搜索平台“热程”
签署协议，扩大学校在拉美、东欧和东南
亚地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成为英国《泰
晤士高等教育》期刊的会员高校，学校在
泰晤士高等教育网站上的浏览量全年达到
２ ８４７次，其中３０％的浏览用户来自美国。
２  优化生源国别，严控生源质量。组织本
科新生学业水平测评，要求考试成绩不符
合入学标准的，参加文化课程补习。联合
主要ＭＢＢＳ高校牵头制订ＭＢＢＳ来华留学
入学标准，建设入学考试题库，并组织了
标准化入学考试（模拟）。３ 优化学历结
构，扩大留学研究生招生规模。４ 开展预
科教育，储备学历生生源。加入“留学中
国预科教育联盟（ＣＣＮ）”，推进校企合
作，共建江苏大学ＣＣＮ国际预科中心，大
力拓展俄罗斯、泰国等目标市场的学历生
生源。
【教学工作】 （一）抓稳抓实，做好教学
常规工作。１ 确保教学活动正常运转。教
学管理办公室的首要工作是确保教学活动

的正常进行，包括教学任务安排、制订并
公布课表、期中期末考试安排、跨校区用
车安排、成绩管理、补考、重修等工作，
并做好留学生毕业工作。２ 保证教育质
量。确保留学生任课教师胜任教学任务，
组织新教师试讲、听课和教学督查等；组
织期中教学评价，分学院组织留学生任课
教师座谈会，交流经验；启动留学生学期
评教活动，组织留学生进行我最喜爱的
“十佳教师”评选活动。３ 做好后勤保障。
适应学校整体发展战略，调整留学生教学
年终工作量计算方案，完成年终工作量计
算、审核工作；完善留学本科生教学管理
经费划拨。 （二）提质增效，提升教学质
量（亮点）。１ 开展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提
升工程，打造精品课程。加强留学生师资
培养，选派优秀教师赴海外进修。３名留
学生任课教师获批教育部资助赴加拿大进
修项目，２４名留学生任课教师获学校资助
赴海外进行教学法进修。推进来华留学生
英语授课精品课程建设。组织校级英语授
课精品课程评选，７门课程获评江苏大学
英文授课精品课程；组织申报２０１６年度江
苏省英语授课精品课程，３门获批江苏省
精品课程，２ 门为培育课程；积极申报
２０１６年教育部第二期品牌课程项目，３门
获批教育部品牌课程，数量位居全国高校
前列。２ 积极参与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
作。评建结合，以评促建。为迎接教育部
来华留学生教育项目质量认证，启动了迎
评工作：各学院进行自评，积极修订课程
教学大纲，汇总教学日历，对本学院所存
在的留学生教学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并找
出解决对策。
【学生管理】 学生工作坚持“规范化、信
息化、人性化”的工作理念，努力提升服
务意识。１ 制度建设：加强国家法律、法
规教育和校纪、校规教育。依法依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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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缴费、奖惩、居留许可办理各项工作。
整理、修订学工条线其他奖学金评定等相
关制度文件。２ 队伍建设：学院的学工队
伍日渐完善。全面加强日常管理，做好心
理健康辅导和公寓管理和应急事件处理。
３ 文化引领：尊重留学生的文化差异，积
极引导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加强对
各国家留学生协会的管理与引导、鼓励和
指导。积极引导留学生参加各类校内校外
活动，鼓励中外学生交流融合。丰富多彩
的留学生活动增进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
了解，营造了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化氛围。
【参与活动】 一年来，学院组织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留学生活动，全年累计５０余场
次。金鸡湖龙舟赛、端午文化赏析活动、
国际文化节、中秋文化赏析、ＬＩＦＥ ＢＵＩＬＤ
Ｅ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
闭幕式等各级各类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
增进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参与组
织了同乐江苏等省级活动。组织留学生参
加篮球赛、羽毛球赛、校运会、足球赛等
校级体育比赛项目。鼓励中外学生开展各
类交流活动，如耶鲁学堂、世界聊吧、汉
语角、英语角等活动。连续三年有留学生
在联合国举办的“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ｎｅ
ｗｏｒｌｄ”写作大赛中胜出，并赴联合国本部
演讲。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化氛围不断营
造，留学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不
断增强，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努力方向】 １ 本科教学方面：增加工作
人员；减少教学事故率；推进教务工作中
学生事务的文本化、格式化；逐步开展来
华留学生的教学二级管理试点工作。２ 研
究生教学方面：完善“十三五”学科（学
位点）建设方案，加强培养与学位管理，
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基地建设和课程与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落实留学研究生教育信息系统使用，加强
留学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与学风建设，优
化留学研究生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进一
步理顺留学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海外教育学
院、研究生院权责利关系，力推“１ ＋ ｎ”
模式，培训各学院留学研究生兼职秘书队
伍。３ 招生工作方面：加大留学研究生招
生宣传工作力度，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
提高生源质量；二级学院严把生源质量关；
严格执行限时处理要求，与奖励和绩效挂
钩；提高在校研究生培养质量，扩大研究
生教育知名度；加强留学生招生生源市场
研究，积极申报课题或撰写学术论文。４
学生管理方面：推进职能部门对来华留学
教育的覆盖；引入院聘机制，完善留管队
伍建设。制定合理的留学生校外住宿的管
理规定，并形成社会化管理和学校管理的
有效机制。按洲别研究留学生的特点和问
题、正确认识来华留学生文化差异和文化
冲突问题、重点做好几类人的工作。加强
学风建设，实现中外共赢。以优质服务，
培养知华友华情结。

（撰稿人：戴国伟　 核稿人：谢志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
留学生学习优秀奖学金汇总

序号 奖学金等级 单价
（元）

获奖
人数

合计
（元）

１ 一等奖 ３ ０００ １９ ５７ ０００

２ 二等奖 １ ０００ ５５ ５５ ０００

３ 三等奖 ５００ ８８ ４４ ０００

４ 优秀社会活动者 ５００ １７ ８ ５００

合计 １７９ １６４ ５００

（撰稿人：戴国伟　 核稿人：谢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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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留学生学习优秀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姓名 学号 专业 学生

类别 等级 金额
（元）

ＳＨＩＦＷＡＴＩ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ＯＭＢ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２１４ ＢＢＡ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ＧＡＭＩＬ ＧＡＭＡＬ ＡＢＤＵＬＨＡＦＥＤＨ
ＡＬＨＡＫＩＭＩ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２３ ＣＥ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ＳＥＢＡＴＵＮＺＩ ＤＩＡＮＥ ＩＮＧＡＢＩＲ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２８ ＣＥ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ＹＥＮＵＳＨＩ ＹＡＳＵＮＤＡＲＡ
ＲＡＮＡＳＩＮＧＨＥＧＥ ５１１１５００４１０ ＣＥ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ＮＺＡＭＷＩＴＡ ＵＭＵＴＯＮＩ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１７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ＤＡＲＬＥＮＥ ＳＨＩＲＩＭＢＥＲ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０２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ＹＥＢＯＡＨ ＡＦＡＲＩ ＡＳＳＩＡＭＡＨ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ＭＯＨＡＭＵ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ＢＤＩ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ＳＩＷＡＴＨＥＰ ＳＩＮＧＨ ＫＨＡＮＤＥＲＰＯＲ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ＲＩＴＡ ＡＭＡ ＡＧＹＡＲＥ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ＫＥＳＨＡＶ ＫＨＥＲ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ＳＵＧＡＮＹＡ ＢＡＢＵＲＡＭＥＳＨ ＮＡＩＤ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６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ＳＥＬＩＮＡ ＶＩＭＢＡＩ ＭＵＳＩＹＡＺＷＩＲＩＹＯ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６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ＵＳ ＫＯＪＯ ＢＡＩＤＯＯ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８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ＮＹＡＳＨＡ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ＭＡＮＡＭＩＫ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０９ ＰＳ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ＭＯＮＡＬＩＳＡ ＭＵＳＡＮＵＢＵＫＥＹＥ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０４ ＢＢＡ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ＥＤＷＡＲＤ ＫＯＦＩ ＫＲＵＰＡＨ ５１０１１４０２０８ ＢＢＡ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ＢＥＶＥＲＬＬＥＹ ＭＡＤＺＩＫＡＮＤＡ ５１０１１５１２０５ ＢＢＡ２０１５春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ＴＥＶＥＮ ＩＮＤＥＫＷＥ ５１０１１４１７０３ ＣＥ＆Ｐ２０１４春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ＴＡＴＥＮＤＡ ＬＩＳＡ ＭＡＤＨＡＫ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７０３ ＣＥ＆Ｐ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ＥＬＡＳＥ ＮＹＩＮＡＫＵ ５１０１１４０７０１ ＣＥ＆Ｐ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ＡＢＤＩＭＡＪＩ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ＬＩ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０１ ＣＥ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ＯＴＳＩＬＥ ＭＯＲＡＫＥ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２１ ＣＥ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ＫＯＮＤＯＫ ＡＤＩＡＮＧ ＭＡＹＯＭ ＫＵＯＴ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２８ ＣＥ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ＴＡＴＥＮＤＡ ＤＺＶＯＫＯＲ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１６ ＣＥ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ＡＴＨＵＭＡＮ ＳＡＩＤ ＭＷＥＭＢ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１９ ＣＥ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ＡＭＥＬＩＥ ＫＡＭＰＩＲ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０１ ＣＥ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ＭＯＨＵＭＭＡＤ ＡＬＴＡＡＦ ＵＭＡＲ
ＲＡＨＥＥＭＡＮ ５１１１５００４０８ ＣＥ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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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学号 专业 学生

类别 等级 金额
（元）

ＢＥＮＩＧＮＥ ＤＵＳＡＢＥ ５１１１５００４１４ ＣＥ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ＢＲＩＡＮ ＫＩＰＫＩＲＵＩ ＢＥＴＴ ５１０１１３０５１０ ＣＳ＆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ＴＡＷＩＡＨ ＫＷＡＴＥＫＷＥＩ
ＱＵＡＲＴＥＹＰＡＰＡＦＩＯ ５１０１１４０５１３ ＣＳ＆Ｔ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ＢＯＲＩＳ ＮＺＡＭＷＩＴ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５０６ ＣＳ＆Ｔ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ＫＥＳＳＥ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０３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ＡＬＩＮＵＲ ＭＯＨＡＭＥＤ？ＭＯＨＡＭＥＤ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１９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ＩＬＯＫＡ ＭＵＫＡＢＡＬＥＮＧＵ ＭＵＫＵＮＩ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１３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ＳＥＲＵＧＡＢ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０４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ＶＥＮＪＡ ＳＡＢＲＩＮＡ ＴＡＮＺＥＲ ５１１１５００３０６ ＩＥＴ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ＬＵＱＭＡＮ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ＵＳＡ ＡＬＱＵＲＡＮ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ＤＩＮＡＨ？ＤＯＮＮＡ ＴＷＵＭＡＭＰＯＦＯ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ＨＭＡＤ ＫＡＭＡＬ ＡＢＯＵＤＩ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ＦＡＲＥＨＡ ＨＡＳＡＮ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ＫＵＤＺＡＩ ＭＡＬＶＥＲＮ ＤＨＯＤＨＯ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０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ＬＩＬＹ ＥＬＩＫＰＬＩＭ ＤＺＩＤＵＬＡ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ＡＮＳＡＲＩ？ＳＹＥＤＡ ＡＭＴＵＬ ＴＡＮＶＥＥＲ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ＰＯＯＪＡ ＨＩＮＤＵＫＵＳＨ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ＪＥＥＶＩＴＨＡ ＫＯＮＤＡＶＥＥＴ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ＮＩＤＨＩ ＭＡＨＬＡＷＡ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ＭＯＵＮＩＫＡ ＴＡＤＩＰＡＲＴＨＩ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ＯＭＰＯＣＨ ＣＨＥＥＶＡＮＩＪＫＵＬ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ＨＡＭＩＳＯ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Ｅ ＭＡＴＳＩＫＩＲ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ＡＲＵ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ＰＲＩＹＡＤＨＡＲＳＨＩＮＩ ＩＬＡＮＣＨＥＬＩＡＮ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７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ＴＡＴＥＮＤＡ ＡＮＥＳＵ ＭＯＭＢＥＳＨＯＲ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７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ＡＮＤＲＡ ＳＡＴＨＹＡＮ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４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ＡＬＥＸＩＳ ＭＡＰＵＬＡＮＧ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６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ＮＥＫＹＬＡ ＮＡＩＣＫＥＲ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５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ＨＥＩＬＡ ＲＵＴＨ ＣＨＩＬＯＮＧＡ ５１１１５０１００１ ＭＥ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Ｅ ＡＮＯＣＨＩ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１５ ＰＳ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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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ＲＤＩＪＡ ＮＡＴＨＩＲ ＭＯＨＡＭＥＤ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１３ ＰＳ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ＦＩＯＮＡ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ＱＵＡＲＣＯＯ ５１１１５００６０５ ＰＳ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ＰＡＭＥＬＡ ＵＷＩＮＥＺ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１２ ＢＢＡ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ＩＣＯＬＥ ＶＯＮＧＡＩ ＭＡＷＯＮＥＩ ＭＡＺＩＷ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０９ ＢＢＡ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ＧＬＡＤＹＳ ＡＰＡＮ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２１３ ＢＢＡ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ＯＭＡ ＭＵＬＯＮＧＯＹ ＡＮＧＥＬ ５１０１１５１２０４ ＢＢＡ２０１５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ＭＯＮ ＮＧＡＭＢＩ ５１０１１３０７０６ ＣＥ＆Ｐ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ＺＶＩＫＯＭＢＯＲＥＲＯ Ｃ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ＭＡＴＳＵＮＧＯ ５１０１１４１７０１ ＣＥ＆Ｐ２０１４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ＨＥＫＨＡ ＡＢＤＵＬＲＡＨＭＡＮ ＳＡＬＩＭ ＩＳＳ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７０３ ＣＥ＆Ｐ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ＰＥＮＩＮＡ？ＳＯＳＰＥＴＥＲ ＭＷＩＴ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１０ ＣＥ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ＡＹＥＤ ＭＵＤＤＡＳＩＲ ＨＡＳＳＡＮ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０５ ＣＥ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ＶＩＶＩＡＮＥ ＭＡＴＡＳＯ ＡＳＩＬ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５０３ ＣＳ＆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ＹＡＴＩ ＨＴＩＫＥ ＹＯＯＮ ５１０１１４１５０１ ＣＳ＆Ｔ２０１４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ＡＤＤＯ ＡＤＤＡ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５０７ ＣＳ＆Ｔ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ＯＲＥＭＥＫＩＭＡＮＧ ＴＡＰＩＷＡ ＭＯＬＡＩ ５１１１５００５０２ ＣＳ＆Ｔ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ＨＩＵＮＤＯ ＦＵＲＡＮＡＹＩ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０５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ＥＯ ＭＯＹＯ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０９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ＥＶＡＲＡ ＫＨＡＬＩＴＯＶ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３０４ ＩＥＴ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ＨＵＫＵＬＡＮＩ ＮＡＷＩＴＩ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０３ ＩＥＴ２０１４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ＩＬＤＲＥＤ ＫＵＲＡＩ ＷＡＣＨＥＮＵＫ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３１４ ＩＥＴ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ＹＡＡ？ＡＤＷＵＢＩ ＡＳＡＭＯＡＨ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ＭＵＦＦＡＫＨＡＭ
ＳＨＡＨＥＲＩＹＡＲ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ＢＨＡＷＡＮＡ ＰＡＴＩＤＡＲ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ＮＵＲＡＧ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ＨＡＪＲＡ ＳＹＥＤＡ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ＩＲＦＡＮ ＫＨＡＮ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ＵＢＥＥＮ？ＨＵＳＳＥＩＮ ＡＲＡＷＫＥＲ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ＭＡＮＫＷＡＨ ＯＰＯＫＵ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ＢＤＵＬＮＡＺＩＦ ＭＡＨＭＵＤ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１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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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ＬＤＡ ＮＭＡＢＩＬＡ ＡＴＡＭＰＵＧＲＥ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１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ＩＣＨＥＡＬＩＮＡ ＥＶＥＲＴ ＫＯＵＦＩＥ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２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ＦＲＡＮＫ ＢＡＩＤＯＯ ２０１２ＣＰ９ＹＸ０５０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ＥＤＷＩＮ ＫＩＢＩＲＡＮＧＯ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ＨＥＭＡ ＫＵＰＰＵＳＷＡＭ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ＨＡＤＥＶ ＫＨＡＲＡ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ＫＯＦＩ ＤＵＫ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ＶＩＪＡＹ ＫＵＭＡＲ ＤＥＥＮＡＤＡＹＡＬＡＮ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ＣＥ ＮＡＮＡ
ＡＤＪＥＩＡＴＴＯＢＲＡ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ＵＳＡＮ ＫＡＲＫＡＤＡ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ＤＩＶＹＡ ＪＹＯＴＩ ＲＡＩ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ＯＵＮＩＫＡ ＡＮＩＬ ＪＯＳＮＡ ＲＥＤＤＩＭＡＳ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ＯＳＥＳ ＷＡＮＡＮＩ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４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ＮＵ ＭＯＹＡＬ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ＪＯＥＬ ＮＧＡＢＯ ＧＡＳＡＮＡ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ＰＡＭＥＬＡ ＦＡＤＺＡＩ ＪＩＮＤ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ＨＡＤＩＡ ＵＳＴＡＡＺ ＫＡＫＯＯＺ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ＮＮＩＥＭＡＲＹ ＴＡＦＡＤＺＷＡ ＤＥＮＧＵＲ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ＪＡＹ ＫＡＭＬＥＳＨＢＨＡＩ ＰＡＴＥＬ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ＵＮＳＨＥＥＲＡ ＣＨＥＮＡＴＨ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ＩＣＯＬＡ ＣＨＩＭＡＮＩＫＩＲＥ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ＧＵＮＴＡＬＡ ＶＩＪＡＹＡ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ＶＩＮＯＤＨＫＵＭＡ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ＰＩＲＡＹＡ ＢＵＮＪＵＮ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ＲＡＤＨＡＭＡＮＩ ＤＩＮＥ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ＶＥＮＫＡＴＡＣＨＡＬＡＭ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ＢＩＬＡＬＩ ＭＵＳＡＨ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４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ＨＥＩＬＡ ＴＡＫＹＩＷＡＡ ＡＢＡＢＩＯ
ＴＡＫＹＩＷＡＡＧＹＥＤＵ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５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ＭＩＴ ＢＨＵＰＡＴＢＨＡＩ ＳＡＭＡＮＩ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４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ＰＲＡＫＡＳＨＫＵＭＡＲ？ＰＵＮＡＢＨＡＩ
ＣＨＡＮＤＰＡＲＡ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５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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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ＰＨＩＮＥ ＲＥＥＶＡ ＡＢＲＡＨＡＭ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５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ＨＡＲＩＴＨＡ ＤＵＲＧ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ＤＡＳ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７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ＣＨＲＩＳＴＡ ＢＡＢＹ ＫＵＲＩＡＫＯＳＥ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７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ＶＩＪＡＹＡＬＡＫＳＨＭＩ ＳＴＡＬＩＮ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７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ＡＮＪＡＹ ＢＡＬＡ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Ｍ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６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ＤＡＲＳＨＡＮＫＵＭＡＲ ＲＡＭＥＳＨＢＨＡＩ ＰＡＴＥＬ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８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ＯＵＲ ＡＢＤＩＨＡＫＩＭ ＡＬＩ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７２ ＭＢＳＳ２０１５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ＨＵＧＯ ＳＡＮＯ ５１０１１４１６０１ ＰＳ２０１４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ＲＮＡＵＤ ＩＲＡＫＯＺＥ ５１０１１４１６０３ ＰＳ２０１４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ＡＴＡＳＨＡ ＣＨＩＫＯＰＡ ５１０１１５１６０１ ＰＳ２０１５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ＧＬＯＲＩＡ ＮＫＡＮＡ ＫＡＳＨＩＲＯＮＧＥ ５１０１１５１６０５ ＰＳ２０１５春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ＵＮＩＴＡ ＤＥＥＰＡＫＫＵＭＡＲ ＤＡＬＷＡＮＩ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ＦＡＥＺＡ ＡＢＤＵＬＧＡＦＵＲ ＫＨＷＡＪ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ＴＩＴＨＩ ＶＩＮＵＳＨＫＵＭＡＲ ＳＨＡＨ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ＡＪＡＹ ＤＥＶ ＭＡＮＯＪ ＫＵＭＡＲ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０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一等奖学金３ ０００

ＡＮＢＵＭＡＮＩ ＪＡＹＡＲＡＭＡＮ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１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ＮＡＮＡ ＡＤＪＥＩ ＡＴＯＢＲＡＨ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ＭＵＰＦＵＭＩＲ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９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ＲＯＤＲＩＣＫ ＴＡＫＵＤＺＷＡ ＳＡＭＵＲＩＷＯ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８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ＰＲＩＹＡＬ ＮＡＹＡＮ ＰＡＴＥＬ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ＰＡＩＤＡＭＯＹＯ ＫＡＰＵＭＨ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８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ＨＯＮＥＹ ＪＡＮＡＫＫＵＭＡＲ ＲＡＶＡＬ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ＥＬＥＡＮＯＲ ＮＳＷＡＮ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３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ＴＡＷＯＮＧＡ ＭＶＵＬ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４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ＳＥＬＥＮＤＲＡ ＭＯＧＡＮＤＲＡ ＲＥＤＤＹ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１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ＲＡＨＥＮＵＭＡ ＹＵＳＵＦ ＰＡＴＥＬ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３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ＦＲＩＹＩＥ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０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二等奖学金１ ０００

ＮＯＴＨＡＢＯ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ＭＯＹＯ ５１１１５０１１０３ ＡＣＣ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ＡＮＡ ＡＭＡ ＡＲＫＯＲＦＵＬ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４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ＵＮＯＰＡ ＲＵＭＢＩＤＺＡＩ ＴＨＥＬＭＡ ＫＵＢＥＴ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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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学号 专业 学生

类别 等级 金额
（元）

ＥＬＬＥＮ ＡＰＰＩＡＧＹＥＩ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２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ＰＯＲＴＩＡ ＧＯＬＤＡ ＡＦＥＲＩ ＷＥＮＹＯＮＵ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１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ＧＡＮＺＡ ＧＲＡＣＥ ＳＯＮＧ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０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ＴＩＩＳＥＴＳＯ ＰＡＤＩＭ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３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ＶＩＬＳＨＵＢＥＮ ＣＨＥＴＡＮＫＵＭＡＲ ＰＡＮＣＨＡＬ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ＥＳＴＨＥＲ ＭＡＷＵＦＥＭＯＲ ＡＧＡＫＰＥ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９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ＫＥＬＬＹ ＡＮＥＳＵ ＲＵＳＨＡＭＢＷ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ＩＳＨＡ ＡＢＢＡ ＥＬＧＵＪＪ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４７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ＯＮＡＬＩ ＳＥＥＭＡＮ ＧＵＤＩＰＵＤＩ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ＤＥＬＡＮＥ ＴＩＮＯＴＥＮＤＡ ＭＡＫＩＮ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９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ＲＣＨＡＮ ＪＡＹＡＮＴＢＨＡＩ ＢＨＵＴ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ＴＥＮＦＹ ＴＨＥＫＫＡＴＨ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４４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ＳＨＡＲＭＩＬＬＡ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ＲＡＪ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０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ＩＤＨＩ ＫＡＮＡＩＹＡＬＡＬ ＤＩＹＯＲＡ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３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ＮＥＶＩＬ ＡＳＨＯＫＢＨＡＩ ＢＡＬＡＲ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２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ＡＢＩＳＨＥＫ ＪＡ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２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ＡＲＩＡ ＣＬＡＲＡ ＢＥＲＮＡＤＥＴＴＥ？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３１ ＭＢＳＳ２０１５秋（１）本科生三等奖学金５００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ＨＡＤＥＶ ＫＨＡＲＡ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２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医学生
协会主席 ５００

ＲＩＴＡ ＡＭＡ ＡＧＹＡＲＥ ２０１１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０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院刊主编 ５００

ＫＯＮＤＯＫ ＡＤＩＡＮＧ ＭＡＹＯＭ ＫＵＯＴ ５１０１１３０４２８ ＣＥ２０１３秋 本科生成长之星 ５００

ＪＡＹ ＫＡＭＬＥＳＨＢＨＡＩ ＰＡＴＥＬ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社会活
动之星 ５００

ＡＲＣＨＡＮ ＪＡＹＡＮＴＢＨＡＩ ＢＨＵＴ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社会活
动之星 ５００

ＶＩＪＡＹ ＫＵＭＡＲ ＤＥＥＮＡＤＡＹＡＬＡＮ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社会活
动之星 ５００

ＤＩＶＹＡ ＪＹＯＴＩ ＲＡＩ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３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社会活
动之星 ５００

ＳＶＥＮＪＡ ＳＡＢＲＩＮＡ ＴＡＮＺＥＲ ５１１１５００３０６ ＩＥＴ２０１５秋 本科生社会活
动之星 ５００

ＡＮＵ ＭＯＹＡＬ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５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２）本科生体育之星 ５００

ＰＩＲＡＹＡ ＢＵＮＪＵＮ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６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１）本科生文艺之星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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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学号 专业 学生

类别 等级 金额
（元）

ＦＡＥＺＡ ＡＢＤＵＬＧＡＦＵＲ ＫＨＷＡＪＡ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５８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文艺之星 ５００

ＰＯＯＪＡ ＨＩＮＤＵＫＵＳＨ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９ ＭＢＢＳ２０１２秋（１）本科生文艺之星 ５００

ＰＲＩＹＡＤＨＡＲＳＨＩＮＩ ＩＬＡＮＣＨＥＬＩＡＮ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７１ ＭＢＢＳ２０１３秋（２）本科生舞蹈队队长５００

ＳＵＮＩＴＡ ＤＥＥＰＡＫＫＵＭＡＲ ＤＡＬＷＡＮＩ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３ ＭＢＢＳ２０１４秋（２）本科生学术之星 ５００

ＨＥＮＲＹ ＡＳＡＮＴＥ ＡＮＴＷＩ ５１０３１５０２１７ ＰＨＤ２０１５秋 博士学术之星 ５００

ＡＹＯＢＡＭＩ ＯＬＡＹＥＭＩ ＯＬＡＤＥＪＯ ５１０３１４０３０６ ＰＨＤ２０１４秋 博士学术之星 ５００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ＴＡＹＹＡＢ ＲＡＳＨＩＤ ５１０３１５０３１０ ＰＨＤ２０１５秋 博士学术之星 ５００

（撰稿人：戴国伟　 核稿人：谢志芳）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江苏省茉莉花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生类别免学费金额

（万元） 备注

１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２７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ＪＡＨＪＡＳＡＲＩ 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 ６ ８ 全额
２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３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ＷＵＥＮＡ ＧＡＴＥＳ 会计学 硕士研究生 ３ 部奖
３ ５１０２１６１２１４ ＭＯＣＨＡＭＭＡＤ ＡＲＩＥＦ ＭＵＬＹＡ 工商管理（ＭＢＡ）硕士研究生 ３ 部奖
４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２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ＡＬＬＯＴＥＩ ＯＫＩＮＥ 通信与信息系统硕士研究生 ３ 部奖
５ ５１１１６００１０１ ＮＧＵＹＥＮ ＤＵＣ ＱＵＩ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１ 全额
６ ５１１１６００７０１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生 ５ １ 全额
７ ５１１１６００１３２ ＪＵＳＡＮＮＥ ＫＡＤＥＤＲＡ ＲＥＩＤ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１ 全额
８ ５１１１６００２０３ ＰＡＵＬ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ＨＡＯＫＥＮ 工商管理 本科生 ５ １ 全额
９ ５１０３１６０２０９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ＵＳＵ ＡＦＲＩＹＩＥ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研究生 ８ ８ 全额
１０ ５１１１６００１３５ ＬＯＲＥＮ ＭＡＩＡ ＳＫＵＤＤＥＲＨＩＬＬ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１ 全额

１１ ５１０２１６０４０６ ＮＧＵＹＥＮ ＴＨＩ ＨＯＡＮＧ ＯＡＮＨ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硕士研究生 ３ 部奖

１２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２２ ＡＡＹＵＳＨ ＮＥＵＰＡＮＥ 土木工程 硕士研究生 ３ 部奖
１３ ５１０２１６１２０２ ＤＡＮＩＥＬ ＨＥＲＭＡＷＡＮ 工商管理（ＭＢＡ）硕士研究生 ３ 部奖
１４ ５１１１６００７０６ ＮＡＴＮＡＲＥＥ ＴＨＡＮＩＫＫＯＯＮ 本科生 本科生 ５ １ 全额

（撰稿人：戴国伟　 核稿人：谢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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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生

类别
学费
（万元）

生活费
（１２个月）

１ ５１１１６００００１ ＹＯＬＡＮＤＡＮＩ 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生 ２ ３０ ０００

２ ５１１１６００００２ ＮＤＡＶＩ ＪＵＬＩＥＴ ＷＡＮＺ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生 ２ ３０ ０００

３ ５１１１６００００３ ＳＵＡＲＥＺ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ＨＥＣＴＯＲ
ＥＤＵＡＲＤＯ 汉语言文学 本科生 １ ６ ３０ ０００

４ ５１０２１６０１０１ ＤＯＮＧＭＯＴＥＭＧＯＵ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ＴＯ
ＳＣＡＮＩＣ 基础医学 硕士生 ３ ８ ３６ ０００

５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０５ ＶＯＹＮＯＶＡ ＧＥＲＧＡＮＡ ＢＯＲＩＳＯＶＡ 工商管理（ＭＢＡ） 硕士生 ３ ３６ ０００

６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０８ ＭＯＨＡＭＯＵＤ ＳＡＩ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ＨＡＭＩＳ Ｈ 应用经济学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７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１０ ＧＩＲＡＲＤ ＡＬＥＸＩＳ ＡＮＤＲ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工商管理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８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１１ ＳＯＴＨ ＳＲＥＹＭＯＣＨ 会计学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９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１４ ＫＡＭＡＲＡ ＡＭＩＮＡＴＡ ＭＡＬＤＵＬＮＡＴＵ 公共管理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１０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２１ ＯＭＡＲ ＡＢＵ ＲＩＳＨＡ 统计学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１１ ５１０２１６０２２５ ＦＡＩＺＹ ＭＯＨＥＢＵＬＬＡＨ 公共管理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１２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０１ ＭＷＡＮＡＮＤＩＹＥ ＥＲＩＣ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数学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１３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０２ ＳＨＡＨ ＳＹＥ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Ｉ 土木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１４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０３ ＡＧＹＥＮＩＭ ＢＯＡＴＥＮＧ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机械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１５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０ ＳＡＥＥＤ ＲＡＮ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ＹＯＵＳＡＦ 环境科学与工程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１６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３ ＡＨＭＥＤ ＳＨＯＡＩＢ 土木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１７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４ ＡＨＭＡＤ ＩＢＲＡＲ 农业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１８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５ ＳＹＥＤ ＴＡＢＩＮＤＡ ＮＡＺ 农业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１９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７ ＭＵＫＨＡＭＢＥＴ ＹＥＲＫＥＢＵＬＡＮ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０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８ ＢＥＴＣＨＥＭ ＧＡＲＢＡ 食品科学与工程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１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１９ ＳＡＭＩ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ＨＭＥ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农业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２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２０ ＷＡＫＡ ＯＬＩＶＥＲ Ｃ 土木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３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２６ ＡＬＩ ＡＳＡＤ 动力工程及
工程热物理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４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２９ ＧＨＯＳＨ ＳＯＵＲＡＶ 机械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５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３１ ＹＡＳＩＮ ＦＡＩＳＡ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机械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６ ５１０２１６０３３２ ＭＵＪＴＡＢＡ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机械工程 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２７ ５１０２１６０４０２ ＶＯＹＮＯＶ ＹＡＶＯＲ ＲＯＳＥＮＯＶ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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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生

类别
学费
（万元）

生活费
（１２个月）

２８ ５１０２１６０４０３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ＳＯＬＡＮＧＥ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硕士生 ２ ２ ３６ ０００

２９ ５１０２１６０４０４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控制科学与工程硕士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３０ ５１０３１６０２０４ ＭＡＥＲＥ ＣＨＡＲＬＩＥ 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１ ５１０３１６０２１１ ＩＭＲＡ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６ ４２ ０００

３２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０１ ＩＳＳＡＫＡ ＺＡＫＡＲＩＡ 农业工程 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３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０８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ＭＵＲＩＬＬＯ ＭＯＲＡＬＥＳ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４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１０ ＡＲＳＬＡ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５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１１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６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２０ ＺＡＲＥＥＦ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７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２１ ＬＡＫＨＩＡＲ ＩＭＲＡＮ ＡＬＩ 农业工程 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８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２７ ＳＯＨＡＩ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计算机应用技术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３９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２８ ＵＬＬＡＨ ＮＡＢＩ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０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３３ ＢＵＴＴＡＲ ＮＯＭＡＮ ＡＬＩ 农业工程 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１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３５ ＲＥＢＡＺＡ ＭＡＲＣ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２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３６ ＲＡＳＨＥＥＤ ＨＡＲＯＯＮ ＵＲ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３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３８ ＺＡＦＡＲ ＳＵＮＤＵＳ 农业工程 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４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４０ ＮＡＷＡＺ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ＭＲＡＮ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５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４１ ＪＡＭＩＬＥ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 ＭＯＲＡＤＩＡＮ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６ ５１０３１６０３４９ ＡＰＰＡＨ ＳＡＭＵＥＬ 农业工程 博士生 ２ ８ ４２ ０００

４７ ５１０５１６０３０１ ＰＥＲＥＺ ＣＵＥＲＶＡ ＲＯＣＩＯ 主题汉语 普通
进修生 １ ５ ３６ ０００

４８ ５１０５１６０３０２ ＦＡＲＫＡＳ ＢＥＮＥＤＥＫ 主题汉语 普通
进修生 １ ５ ３６ ０００

４９ ５１０６１６００２１ ＴＨＩＡＷ ＧＩＳＥＬＥ ＨＥＬＥＮＥ ＮＤＩＥＭＥ 工商管理 普通
进修生 １ ８ ３６ ０００

５０ ５１０６１６０００１ ＳＨＵＭＩＬＯＶＡ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

高级
进修生 ２ ６ ３６ ０００

５１ ５１０６１６０００２ ＰＩＥＲＲＥ ＨＥＮＲＹＳＴＥＮＤＥＲ 环境工程 普通
进修生 ２ ４ ３６ ０００

（撰稿人：戴国伟　 核稿人：谢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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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安信地板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生

类别
免学费金额
（万元）

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３０２ ＤＡＲＬＥＮＥ ＳＨＩＲＩＭＢＥＲＥ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７０３ ＭＥＲＶＥＩＩＬＥ ＫＡＮＥＭＡ ＫＷＡＴＡＴＳＨＥＹ 化学工程与工艺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 ５１０１１３０２０４ ＭＯＮＡＬＩＳＡ ＭＵＳＡＮＵＢＵＫＥＹＥ 工商管理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４ ５１０１１４０４２８ ＳＥＢＡＴＵＮＺＩ ＤＩＡＮＥ ＩＮＧＡＢＩＲＥ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５ ５１０１１５１２０５ ＢＥＶＥＲＬＬＥＹ ＭＡＤＺＩＫＡＮＤＡ 工商管理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６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９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ＡＲＲＥ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７ ５１１１５００４１２ ＭＡＮＹＯＮＩ ＫＥＤＤＹ ＭＰＨＡＴＳＯ ＺＵＬＵ 土木工程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８ ５１０１１４０６２３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ＲＡＨＭＡＮ ＺＵＢＥＩＲ 药物制剂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６５ ＡＮＵ ＭＯＹＡＬ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１０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７６ ＳＵＬＥＢＡＮ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１１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３２ ＴＩＩＳＥＴＳＯ ＰＡＤＩＭＡ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１２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１９ ＪＡＹ ＫＡＭＬＥＳＨＢＨＡＩ ＰＡＴＥＬ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１３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６３ ＳＵＮＩＴＡ ＤＥＥＰＡＫＫＵＭＡＲ ＤＡＬＷＡＮＩ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１４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０９ ＰＯＯＪＡ ＨＩＮＤＵＫＵＳＨ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１５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２２ ＭＯＮＩＣＡ ＭＡＨＡＤＥＶ ＫＨＡＲＡＴ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１６ ５１０３１４０３０５ ＲＡＮＳＦＯＲＤ ＯＰＯＫＵ ＤＡＲＫＯ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士生 ５ ０００

１７ ５１０２１５０２２８ ＴＡＤＩＷＡＮＡＳＨＥ ＭＵＧＡＮＹＩ 应用经济学 硕士生 ５ ０００

１８ ５１０３１４０３０１ ＥＲＩＣ ＡＭＯＡＨ ＡＳＡＮＴＥ 农业工程 博士生 ５ ０００

１９ ５１０３１５０３０５ ＷＯＬＡＬＩ ＡＭＥＴＥＰＥ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生 ５ ０００

２０ ５１０２１４０１０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ＳＡＤ ＩＱＢＡＬ 临床医学 博士生 ５ ０００

２１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９ ＢＥＬＬＡ ＡＲＴＨＵＲ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２２ ５１０２１６１３０８ ＰＲＩＮＣＥ ＯＦＯＲＩ ＤＯＮＫＯＲ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生 ５ ０００

２３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８３ ＲＯＤＲＩＣＫ ＴＡＫＵＤＺＷＡ ＳＡＭＵＲＩＷＯ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２４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６７ ＡＬＥＸＩＳ ＭＡＰＵＬＡＮＧＡ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２５ ５１１１５００５０７ ＰＥＴＥＲ ＫＩＮＧＤＯ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２６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９０ ＡＢＤＵＬＲＡＺＡＫ ＹＡＳＳＩＮ ＦＡＲＡＨ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２７ ５１０３１５１３０３ ＡＰＡＬＩＹＡ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ＩＢＩＲＵ 食品科学与工程 博士生 ５ ０００

２８ ５１０１１３０１２４ ＡＲＵ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２９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１１ ＶＩＪＡＹ ＫＵＭＡＲ ＤＥＥＮＡＤＡＹＡＬＡＮ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０ ２０１２ＱＰ９ＹＸ０５５１ ＪＥＥＶＩＴＨＡ ＫＯＮＤＡＶＥＥＴＹ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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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学生

类别
免学费金额
（万元）

３１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７８ ＣＨＲＩＳＴＡ ＢＡＢＹ ＫＵＲＩＡＫＯＳＥ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２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７７ ＨＡＲＩＴＨＡ ＤＵＲＧＡ ＫＲＩＳＨＮＡＤＡＳ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３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３９ ＲＡＨＥＮＵＭＡ ＹＵＳＵＦ ＰＡＴＥＬ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４ ５１０３１６１３１１ ＰＲＩＮＣＥ ＨＡＲＶＩＭ 控制科学与工程 博士生 ５ ０００

３５ ５１０１１５１３０７ ＴＥＮＤＡＩ ＣＨＩＮＨＥＭＢＡ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６ ５１１１５００１６１ ＳＥＬＩＮＡ ＶＩＭＢＡＩ ＭＵＳＩＹＡＺＷＩＲＩＹＯ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７ ５１０１１４０１８４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ＰＡＩＤＡＭＯＹＯ ＫＡＰＵＭＨＡ 临床医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３８ ５１０２１６１３０７ ＫＷＡＢＥＮＡ ＡＧＹＥＭＡＮＧ 食品科学与工程 硕士生 ５ ０００

３９ ５１１１５０１１０３ ＮＯＴＨＡＢＯ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ＭＯＹＯ 会计学 本科生 ５ ０００

４０ ５１０３１５１３０２ ＳＥＬＡＳＩ ＫＷＡＭＥ ＯＣＡＮＳＥＹ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生 ５ ０００

（撰稿人：戴国伟　 核稿人：谢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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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学生集体、个人获市级及以上表彰奖励情况
（以获奖时间为序）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团委

“红色文化传承
‘双微’暑期实
践团”

“井冈情·中国梦”
全国大学生暑期实践
季专项行动“优秀实
践团队”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
中心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谭小强韩　 丹
邵长胜　 顾延东
孙　 伟　 张　 迪
林骁驰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特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委员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郭义航孙慧
熊志翔尹江南
张前卢加兴
顾哲邓晓析
丁浩方妍月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委员会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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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团委

樊娅王静
关云素陈煌熔
孙亚男张振楠
孔振德毛文雨
徐可伟陈昌昊
李嘉瑞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委员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李闪闪贾随兄
李家辉丁洁
胡慧敏胡嘉
陆淑娴袁璐
代娅婕戴锦铭
柏梅陶贵泽
房明成张莲
孙伟徐贵生
黄蓉禹莉莉
曹嘉伟王彩云
罗亚鹏张霞
张冰彦郭根苗
张亮金煜
刘思晗吴家辉
胡倩澜张前
庞庆龙朱嘉炜
潘成龙朱睿
贾瑞芬吕康奇
赵勇智袁璐
单敏朱慧君
邓佳俊滕爽
商静王伟健
王登州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
技竞赛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委员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牛瑞东邹钰
王燕玲朱桂红
蒋玲玲杨宁宁
尹琪璐赵金宇
张盼曹书芳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中
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创业实践挑战
赛中荣获金奖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四川省人民
政府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李军强钱坤
周菲菲陈聪
沈静夏莉
吴起飞许苗苗
姜志锋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中
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第十届“挑战
杯”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中荣获金奖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四川省人民
政府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袁飞陆婷婷
陈宗贺李珍婧
贾瑞张琴
周峰高雄发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中
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第十届“挑战
杯”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中荣获铜奖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四川省人民
政府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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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团委

管理学院“美
丽中国·美丽乡
村”实践团队、
教师教育学院
“创意环保水管
画”实践团队、
材料学院“留
住江豚的微笑”
实践团队、医学
院“夏季膳养
生，健康伴一
生”实践团队、
艺术学院“镇
江平安锣故事上
墙”实践团队

２０１６江苏省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优秀团队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江苏
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许妍

２０１６江苏省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十佳使者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江苏
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许妍李启帆
朱雷肖慧香
史辰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江苏
省道德发展状况调
查”专项活动优秀志
愿者

江苏省文明办、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化学化工
学院 青年志愿者协会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

行动组织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菁英”实践
团队

２０１５年“井冈情·中
国梦”全国大学生暑
期优秀实践团队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
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
中心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大学生话剧社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水杉
杯’大学生话剧展演
年活动小品类一等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学校
部、江苏省戏剧家
协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５１５街舞协会 全国百佳体育公益
社团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学联秘书处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学生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江苏
省高校十佳学生会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
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研究生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江苏
省高校优秀研究生会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
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学生科学技术
协会

寻访２０１６年大学生创
业社团活动百佳社团

全国学联秘书处、中
国青年报社、ＫＡＢ全
国推广办公室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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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法学院

《关于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生存
状况和社会救助
问题的研究———
以镇江市润州区
为例》

２０１６江苏省大中专学
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江苏
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

２０１６

食品学院
“急救使者，为
生命保驾护
航！”项目

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
十佳风尚奖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文明办、江苏
省教育厅、共青团江
苏省委、江苏省学生
联合会

２０１６

法学院道德发展状况调
查队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江苏
省道德发展状况调
查”专项活动优秀
团队

江苏省文明办、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教师教育
学院 邵明铭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舞蹈比赛三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教师教育
学院

丁蕾赵金敏
栾一威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省赛三等奖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教师教育
学院 孙亚倩

第三届“协鑫杯”国
际大学生绿色能源科
技创新创业大赛国家
三等奖

协鑫集团、上海交通
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２０１６

教师教育
学院 孙亚倩蒋倩

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三等奖

教育部 ２０１６

教师教育
学院

赵金敏栾一威
丁蕾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国赛二等奖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
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姜舒
“下沙杯”第二届全
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
用设计创新大赛二
等奖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康浩浩杨毅成
“下沙杯”第二届全
国研究生移动终端应
用设计创新大赛三
等奖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发展中心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姜舒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物
联网技术与应用“三
创”大赛三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
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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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宁英鹏王宇豪
第三届“金驹杯”世
界大学生摄影展多媒
体影像类“金驹杯”

中国摄影家协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朱军
汤圆创作全国校园文
学联盟“亲情”主题
征文一等奖

全国校园文学联盟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谭雯婧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Ｃ类二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叶昊 中日韩创新工程设计
竞赛二等奖

中日韩创新工程设计
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吴楠桂艳双
沈鑫楠周里威
朱仁江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
第十三届高等数学竞
赛三等奖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
高等数学竞赛组织委
员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桂艳双吴楠
朱仁江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江苏省赛区二
等奖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周里威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江苏省赛区三
等奖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李永晖杨廷锋
单旭东

江苏省“天翼杯”信
息安全技能竞赛二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陈玉芳
江苏省第十届学校体
育舞蹈锦标赛大学组
女子单项二等奖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肖之长 江苏省机器人大赛三
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机器人
竞赛委员会 ２０１６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王馨潼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学生
志愿服务之星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京江学院施正泽
２０１６年第十一届全国
大学生“恩智浦”杯
智能汽车竞赛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
化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京江学院施正泽贾家宽
２０１７年第十一届全国
大学生“恩智浦”杯
智能汽车竞赛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
化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教师教育
学院

教育学（师范）
１３０１团支部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五四红
旗团支部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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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管理学院工商１３０１ 团
支部

２０１５年度“镇江市五
四红旗团支部” 镇江团市委 ２０１６

生命科学
研究院 １３级团支部 ２０１５年度“镇江市五

四红旗团支部” 镇江团市委 ２０１６

马克思
主义学院

１３０１、 １４０１ 团
支部

“点赞青春，我为
‘四进四信’代言系
列活动”项目获全国
高校共青团“四进四
信”活动基层优秀
项目

团中央学校部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牛瑞东邹钰
王燕玲朱桂红
蒋玲玲杨宁宁
赵金宁李军强
钱坤陈聪
周菲菲沈静
吴启飞夏莉
蒋志峰

“创青春”速度中国
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大赛金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江苏省科学技术
协会、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刘昌宁曹书芳
袁小露贺鹏骏
孔振德沈钰杰
丁彦姝刘亦雨
褚小军刘伟
陈佳楠吕宏宇
王珂顾霏雨
陈丹丹许晨
尹琪璐袁飞
陆婷婷陈宗贺
李珍婧贾瑞
张琴周峰
高雄发

“创青春”速度中国
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大赛银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江苏省科学技术
协会、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李宇李佳佳
马明储佳娜
赵勇智赵文祥
张盼张莉莉
马浩文高芬
王荃徐伦
陈丹黎王前
宇虞易谢羽
尚莹莹马翔
许苗苗朱瑶
郁步前杨丽红
刘晓飞王新新
董春慧

“创青春”速度中国
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
大赛铜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江苏省科学技术
协会、江苏省学生联
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张永强黄澄澄
高伏康蒋军

２０１５年度“镇江市优
秀共青团干部” 镇江团市委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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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团委

陈佳楠张涛
朱恩华董娜
杨加亮

２０１５年度“镇江市优
秀共青团员” 镇江团市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尹俣潇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优秀共

青团员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毛莎莎 江苏省大学生“校园

青春榜样”
共青团江苏省委、江
苏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夏建平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提名奖、 “中国
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
学金”

共青团中央、全国
学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张书诚齐华江苏省优秀青年志

愿者 共青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赵利霞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水杉
杯’大学生话剧展演
年活动优秀演员奖

共青团江苏省委学校
部、江苏省戏剧家
协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王玉李正

２０１５年中华学子青春
国学荟省级“国学达
人”

团中央学校部、全国
学联秘书处、全国少
工委办公室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朱思伊

２０１６年江苏青年志愿
者服务春运“暖冬行
动”先进个人

团省委、省经信委、
省教育厅、省公安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总
工会联合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王馨潼 志愿服务主题月———

大学生志愿服务之星江苏省志愿者协会 ２０１６

江苏大学
团委 刘利施佳

２０１６年“中国电信奖
学金飞Ｙｏｕｎｇ奖”暨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先进个人”

共青团中央、中国电
信集团公司、全国
学联

２０１６

理学院戴凌飞
镇江市绿色三山环境
公益服务中心“绿芽
讲师”

镇江市绿色三山环境
公益服务中心 ２０１６ ０１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姚甜 东方红智能农业装备

大赛全国二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教育部等学校农业工
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现代农业装备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２０１６ ０３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宋牧春

第七届蓝桥杯全国软
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
才大赛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
导委员会、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２０１６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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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Ａ 区６ 栋３１１
室、Ｇ 区２ 栋
１２１室

“中国大学生百炼之
星”提名奖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学联秘书处 ２０１６ ０４

医学院沈楚莹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一等奖 教育部 ２０１６ ０４

医学院陆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一等奖 教育部 ２０１６ ０４

医学院孙丹琦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三等奖 教育部 ２０１６ ０４

海外教育
学院

ＶＡＳＨＩＳＨＴＨＡ、
ＫＡＵＳＨＩＫＫＵＭＡＲ
ＪＯＳＨＩ、 ＳＵＮＩＴＡ
ＤＥＥＰＡＫＫＵＭＡＲ、
ＤＡＬＷＡＮＩ、ＲＯ
ＤＲＩＣＫ
ＴＡＫＵＤＺＷＡ、
ＳＡＭＵＲＩＷＯ、
ＴＩＴＨＩ ＶＩＮＵＳＨ
ＫＵＭＡＲ ＳＨＡＨ

国际生理学知识竞赛
第二届中国大陆热身
赛第一名

马来西亚大学、徐州
医科大学 ２０１６ ０４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王登州于冬亮
唐乐豪陈雨佳
韩婷杨嘉年
丁健蒋培
齐双杰王苏杭
陈龙黄洲
陆冬鑫任慧
吴庆文徐子豪
陈铭朱明
范佳俊冷亭玉

二等奖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机
械创新设计大赛（慧
鱼组）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４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高鸿飞王逸帆
陈凯田万杉
王浩

二等奖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４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赖泽豪陆锦
焦建祥陈锂权
李潇孟思华
安峻毅王小莹
王紫筠朱东亮

三等奖
第六届江苏省大学生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组
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４

管理学院ＭＢＡ培养院校
代表队

第７届（２０１６）全国
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
拟大赛暨第１５ 届
（２０１６）全国ＭＢＡ培
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现场总决赛特
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
会决策模拟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４



(t45

４８７　　

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管理学院高等院校代表队

第７届（２０１６）全国
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
拟大赛暨第１５ 届
（２０１６）全国ＭＢＡ培
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现场总决赛一
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
会决策模拟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４

管理学院
ＭＢＡ培养院校
代表队、高等院
校代表队

第７届（２０１６）全国
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
拟大赛暨第１５ 届
（２０１６）全国ＭＢＡ培
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现场总决赛优秀
案例分析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
会决策模拟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４

管理学院周蓉蓉王成艳
杨义徵

第７届（２０１６）全国
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
拟大赛暨第１５ 届
（２０１６）全国ＭＢＡ培
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现场总决赛一
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
会决策模拟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４

管理学院周蓉蓉

第７届（２０１６）全国
高等院校企业竞争模
拟大赛暨第１５ 届
（２０１６）全国ＭＢＡ培
养院校企业竞争模拟
大赛现场总决赛二
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
会决策模拟专业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４

海外教育
学院

ＡＭＡＲ ＣＨＯＷ
ＤＡＲＹ ＪＡＳＴＨＩ、
ＯＴＳＩＬＥ ＭＯＲＡ
ＫＥ、 ＺＥＫＩ ＫＡ
ＲＡＡＳＬＡＮ、ＫＯ
ＮＤＯＫ ＡＤＩＡＮＧ
ＭＡＹＯＭ、 ＮＡＴ
ＡＬＩＥ ＭＵＰＦＵＭＩ
ＲＡ、 ＪＡＮＳＯＹＡ
ＫＵＲＡＬＯＶＡ、Ｆ
ＡＥＺＡ ＡＢＤＵＬ
ＧＡＦＵＲ ＫＨＷＡ
ＪＡ、ＬＩＬＩＢＥＬ Ｇ
ＯＭＥＺ ＭＡＲＴＩ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ＬＥＯＮ
ＴＨＥＯＤＯＲ、 吴
蝶、刘裕洋

第二届“留动中
国———在华留学生阳
光运动文化之旅”初
赛江苏省赛区总排名
第一名；复赛中获东
南赛区才艺展示第
四名

教育部国际司 ２０１６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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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生命科学
研究院

生科硕生物
１３０１团支部

获“镇江市五四红旗
团支部（总支）”
称号

共青团镇江市委 ２０１６ ０５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吴蝶
第二届“留动中国”
东南赛区体育艺术展
示第四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５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毛盈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二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５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杨洋谢亮亮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三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５

管理学院
江苏大学老男人
创业团队（杨
麒麟李军强
李树锋）

“学创杯”２０１６全国
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
大赛江苏省省赛一
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经济与管理学科组

２０１６ ０６

管理学院

江苏大学云
$

月
创业团队（陈
宏

$

、葛江云、
陈聪）江苏大
学香浓牛奶好味
道创业团队
（刘兵、常宇、
李慧雯）

“学创杯”２０１６全国
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
大赛江苏省省赛二
等奖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联席会
经济与管理学科组

２０１６ ０６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贾家宽张奕坚
施正泽李义丽
王勇王洪龙

一等奖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恩智浦杯”智能汽
车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７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曾超吴蓉
徐中全王娜
尹振芳郭茜
邱峻峰施正泽
季伟邱峻峰
王洪龙张奕坚

二等奖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恩智浦杯”智能汽
车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７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何凯旋唐小康
季伟杨仁聪
李妍衡胡智慧

优秀奖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恩智浦杯”智能汽
车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７

马克思
主义学院费诗媛 二胡青年组金奖

中国梦全国青少年艺
术展评活动江苏分选
区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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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鹿永宗刘鹏飞
田金涛王升
胡永光

“龙正杯”第四届全
国大学生农业建筑环
境与能源工程相关专
业创新设计竞赛二
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
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２０１６ ０７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彭海军李男
居锦高杨
刘继展周金生
贺通王建平
彭海军王纪章

“龙正杯”第四届全
国大学生农业建筑环
境与能源工程相关专
业创新设计竞赛三
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
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２０１６ ０７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胡智慧龙友能
印汉铭

第三届“台达杯”高
校自动化设计大赛三
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
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中国自动化学
会、工业与信息化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自动化专业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７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郭茜季伟
邱俊峰王娜
王洪龙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恩智浦杯”智能汽
车竞赛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
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７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王洪龙王勇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
“恩智浦杯”智能汽
车竞赛一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
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７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金力成司响
章少岑

２０１６ＡＢＢ大学生创新
大赛一等奖

ＡＢＢ （中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６ ０８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付雅之王旭
游永红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
第十三届高等数学竞
赛三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学
教学研究会、江苏省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数
学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８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叶洋滔 江苏省ＴＩ杯电子设计

大赛一等奖
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组
委会、江苏大学 ２０１６ ０８

京江学院
李小雪王健
汪威王凯
曹霄李润泽
季杰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
第十二届高等数学竞
赛一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学
教学研究会、江苏省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数
学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８

京江学院

程晓茜高福强
徐兆瑞邓凯
陆馨瑜高远
顾春苗王哲
鲁伟张帅平
罗浩王靖国
邢璐霞陈岚磊
刘庚王广达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
第十二届高等数学竞
赛二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学
教学研究会、江苏省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数
学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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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京江学院

张世源韩传煜
周凯祥陆春曼
葛媛吴鹤鹤
茆寒曹硕
张志欣张林东
王璐胡伟
张宇薛莉沁
姚子佳顾晗
周馨莲倪志伟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
第十二届高等数学竞
赛三等奖

江苏省高等学校数学
教学研究会、江苏省
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数
学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８

管理学院
樊娅王静
关云素陈煌熔
孙亚男张振楠
孔振德

２０１６年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８

管理学院
李闪闪贾随兄
丁洁李家辉
胡慧敏胡嘉

２０１６年第九届全国大
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
践与科技竞赛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８

海外教育
学院

ＮＩＳＨＣＨＩＴ ＰＡＮ
ＤＥＹ

赴联合国总部参加
“同一个世界，不同
语言”全球青年论
坛，发表演讲

ＥＬＳ教育服务组织、
联合国学术部 ２０１６ ０９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胡朝磊 全国网络安全知识竞
赛合格

全国高校校园网络联
盟、中国大学生在线 ２０１６ ０９

计算机科
学与通信
工程学院

红色文化传承
“双微”暑期实
践团

２０１６年“井冈情·中
国梦”全国大学生暑
期实践季专项活动优
秀团队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２０１６ ０９

材料科学
与工程
学院

彭波王文伟
王泽鹏

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
无机非金属材料基础
知识大赛二等奖

教育部高等学校无机
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９

京江学院沈建杨
２０１６年ＴＩ杯江苏省大
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
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竞赛江苏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０９

海外教育
学院

ＳＩＷＡＴＨＥＰ
ＫＨＡＮＤＥＲＰＯＲ

中国—东盟青年教育
论坛暨演讲大赛第
三名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
周暨第二届中国—东
盟教育部部长会议

２０１６ １０

海外教育
学院

ＭＵＨＡＢＢＡＴ
ＲＡＩＭＯＶＡ、
ＭＡＮＹＯＮＩ ＫＥＤ
ＤＹ、 ＭＰＨＡＴＳＯ
ＺＵＬＵ； ＰＯＯＪＡ
ＨＩＮＤＵＫＵＳＨ、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２０１６年“同乐江苏”
外国人歌唱才艺大赛
复赛二等奖；三等奖

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江苏省人民
政府外事办公室、江
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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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楼康强王陆江
孙一帆李天宸
孙宇皇前进
苏鑫源李天宸
李涛姜赛珂
张衡

一等奖 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１１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杨羽尉文
尹经天陈锂权
王庆伟熊杭锋
刘宁赖泽豪
金明志王鹏
仲维鑫师绍卿
宋得欢

二等奖 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１１

江苏大学
工业中心

苗旺肖之长
韦喜捷周雅湘
郭世豪孙贻新
冒子奇徐凯
陆钻成林涵
张宇陈婷婷
石家康李天宸

三等奖 第七届江苏省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１１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阿卜杜热西提·
图尔贡

江苏省民族团结杯第
二名

江苏省体育局、江苏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理学院
浦艳张路路
朱宝黄娜娜
高乐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数学专业）
二等奖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理学院

刘宇航陈静兰
李文锦李宜铮
周晓娜张洋
赵忆鄢舒婷
陈思源吴佰慧
吴云霞张宇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数学专业）
三等奖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理学院程丹丹施碧清
徐紫?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
学竞赛（数学专业）
一等奖

中国数学会普及工作
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理学院金臖
江苏省“民族团结
杯”板鞋竞速比赛一
等奖

江苏省体育局、江苏
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管理学院

江苏太阳谷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计划书
（李军强队长，
陈聪沈静
吴启飞）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中
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第十届“挑战
杯”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金奖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四川省人民
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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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管理学院

镇江市红包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燕玲蒋玲
玲赵金宇张
盼曹书芳）

２０１６年“创青春”中
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
业大赛第十届“挑战
杯”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金奖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全国
学联、四川省人民
政府

２０１６ １１

医学院叶笑寒 外研社杯英语写作大
赛江苏省赛三等奖 外研社 ２０１６ １２

医学院

张宇皓李志明
沈艺楠林警威
姜震阳吴继忠
葛柏廷田静
白雪霞符楠
曹非凡朱巧玲
马瑞鑫

２０１６驻镇高校红十字
“博爱青春”暑期志
愿服务活动优秀项
目奖

镇江市红十字会、共
青团镇江市委 ２０１６ １２

马克思
主义学院蒋帅一 优秀支教研究生 河阴寄宿制学校 ２０１６ １２

马克思
主义学院蒋帅一 海南州荣誉教师

中共海南州委教育工
作委员会、海南州教
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２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叶梦蝶翟晓南
张飞赵慧敏
刘江波李男
高杨周昕
居锦李茂

“东方红杯”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
装备创新大赛特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
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江苏省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靳伟缪福福
李政刘晓霞
薛珂邢高勇
苏光灿杨铖
张凯旋睢
田杨鹏罗壹航
晏涛黄杰
徐先宝

“东方红杯”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
装备创新大赛一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
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江苏省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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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农业装备
工程学院

吴承超孙贻新
仲维鑫陈军毅
李宇刘小明
张梦启郭建伦
赫明胜丁建华
陈嵘汲峥
王新新朱浩
吴启斌陈永河
蒋斌宋俊伟
刘晓凯沈雪金
宋琦卓敏敏
谭洁魏轶凡
徐超宋得欢
余承超贺坤
王晓晓姚香平
杜金财徐晶
刘子文蒋斌
沈雪金吴姝
卢林沈建炜
陶春鸣宋俊伟
陶涛刘超
汤建华徐修祝
汤明明徐李
李宇翔吕天远
谢为王凡勋
杨俊杰

“东方红杯”第二届
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
装备创新大赛二等奖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
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江苏省现代
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

２０１６ １２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胡朝磊 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
病知识竞赛优秀

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
病知识竞赛组委会 ２０１６ １２

财经学院博爱青春暑期志
愿活动

２０１６驻镇高校红十字
“博爱青春”暑期志
愿服务活动优秀项
目奖

镇江市红十字学会、
共青团镇江市委 ２０１６ １２

理学院季思睿
２０１６年“高教杯”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本科组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理学院陈荣荣王欣
张洋周晓娜

２０１６年“高教杯”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本科组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理学院刘一笑邹嘉辉
２０１６年“高教杯”全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本科组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组织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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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黄杰徐先宝
李秋子宋牧春
余治国孙志伟
王昆肖海龙
王佳明司响
刘永锋郝亮
章少岑苏辉
曹彦琳赵杨
赵渊蕊金力成
王权叶洋涛
纪友州徐舒其
卢栋谭华军
程垲涛杨辉
诸言杨金波
卢帆朱尧靓

电子设计竞赛江苏省
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大赛江苏赛区组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电气信息
工程学院

王毅斌伍立伟
李洋洋陈明
岳浩川姚沛东
贾宇浩李弯弯
赵映志

电子设计竞赛江苏省
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大赛江苏赛区组委
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２

江苏大学涂径
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国
家资助助我飞翔”
励志成长成才优秀学
生典型

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 ２０１６ ０１ ０７ 苏教助中心

〔２０１６〕３号

江苏大学叶亮英毛瑞
２０１５年江苏高校应急
救护竞赛医护组一
等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江苏省红十字会办
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１ １４ 苏教办体艺
〔２０１６〕２号

江苏大学吴高平司有栋
王甜甜

江苏省第四届大学生
安全知识竞赛三等奖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１ ２７ 苏教办安

〔２０１６〕１号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刘俊姿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二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８

京江学院叶钰盛
２０１５年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ＮＥＣＣＳ） Ｃ
类二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８

京江学院贾晨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学生英
语竞赛（ＮＥＣＣＳ） Ｃ
类三等奖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
学指导委员会、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研
究会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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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

刘利喻志刚
王文杰陈锂权
周新宸王亚琦
彭瑛张晗
程振桥周嘉禾
尹俣潇李闪闪
蒋雯蔡晓伟
龚冉蒋雅静
朱君左晨艳
姜心怡马萍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普通
高校省级三好学生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０５ ２３ 苏教学

〔２０１６〕５号

江苏大学

沈峥楠施佳
陈佳楠王旭
尤梦丽刘宁
赵晓聪王开珉
刘超李俊楠
张华吴佳琪
姜苏航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普通
高校省级优秀学生
干部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０５ ２３ 苏教学

〔２０１６〕５号

江苏大学

流体中心１４班、
生科硕生物
１４０１ 班、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
１４ 班、农业机
械及其自动化
１４０１ 班、车辆
卓越１３０２ 班、
流体卓越１４０２
班、食品质量与
安全１３０２ 班、
通信１３０１ 班、
工程管理１４０１
班、化学工程与
工艺１４０１ 班、
工商１３０１ 班、
国贸１３０２ 班、
法学１４０４班

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普通
高校省级先进班集体

江苏省教育厅、共青
团江苏省委 ２０１６ ０５ ２３ 苏教学

〔２０１６〕５号

江苏大学夏建平 ２０１５江苏省大学生年
度人物提名奖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８ 苏教办学函

〔２０１６〕５号
江苏大学王丽敏 ２０１５江苏高校辅导员

年度人物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 ０６ ０８ 苏教办学函
〔２０１６〕５号

材料科学
与工程
学院

张涛夏鹏建
顾守曦周家正

第七届中国大学生铸
造工艺设计大赛团体
三等奖１组

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
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
造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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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材料科学
与工程
学院

胡晓峰王永志
吴珩高伟
郭爽鲁国洋
刘雁焘王晓竹
于葛萌卢军军
陈臧勇

第七届中国大学生铸
造工艺设计大赛团体
优秀奖４组

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
设计大赛组织委员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
造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０

材料科学
与工程
学院

覃程王文丽
王伟东

第五届中国大学生金
相技能大赛一等奖１
名，二等奖１名，优
胜奖１名，并获团体
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
大赛竞赛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０７ ２９

江苏大学王荟

《ＰＬＫｓ介导神经元细
胞周期阻滞和朊病毒
清除的机制研究》获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司乔瑞
《离心泵低噪声水力
设计及动静干涉机理
研究》获２０１６年江苏
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黄晓玮

《基于色素气敏传感
技术的肴肉新鲜度检
测研究》获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姜胜芹

《带有脉冲扰动的几
类复杂网络的聚类同
步》获２０１６年江苏省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彭辉勇

《桥本甲状腺炎患者
１ｎｃＲＮＡＴＭＥＶＰＧ１ 变
化及对Ｔｈ１细胞的影
响》获２０１６年江苏省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宫杰

《微电子制造中石墨
炔复合材料场发射特
性研究》获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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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秦洁玲

《石墨烯基功能纳米
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
及应用》获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邵壮

《基于比例相似性的
柴油机喷嘴内空化和
水力柱塞流现象的试
验研究》获２０１６年江
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
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祝苏明

《无轴承永磁薄片电
机悬浮力控制策略及
实验研究》获２０１６年
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马连波

《石墨烯基纳米复合
材料的制备与电化学
性能研究》获２０１６年
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学术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李欢欢

《猪肉中细菌总数的
无损检测及优势致腐
菌的快速鉴别研究》
获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学术
型）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戴玉婷

《ＵＶ固化氧化石墨烯／
聚氨酯－丙烯酸酯复
合功能涂料的制备及
性能研究》获２０１６年
江苏省优秀专业学位
硕士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江苏大学别庆丽
《胃癌患者机体ＩＬＣ２ｓ
的检测及意义》获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优秀专
业学位硕士论文

江苏省教育厅 ２０１６ ０８ ０５ 苏教研
〔２０１６〕６号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阿卜杜热西提·
图尔贡

江苏省“省长杯”大
学生足球联赛第五名

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
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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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陈驭宇方文博
汤伟仡胡佳恒
金志成顾晨曦
姜超颖吴诺佳
朱春妍姚佳癑
朱秋语

“江苏省大学生工程
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三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９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戴晓翔赵娟
蒋俊龙孙佳宁
赵玮汤琦

“江苏省大学生工程
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二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９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马国鑫曹秀兰
刘嘉伦张泾杰

“江苏省大学生工程
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特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９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孙昊马国鑫
李雷冯志达
杨凯逊周烨雯
刘

$

“江苏省大学生工程
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一等奖

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９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Ｎａｎａ Ｋｗａｄｗｏ
ＯｓｅｉＡｓｉｂｅｙ

江苏省结构创新大赛
模型组三等奖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教
育工作委员会江苏
分会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０

江苏大学
团委 袁鑫 江苏好青年百人榜

省文明办、团省委、
省通信管理局、江苏
省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６ １２ ０９

土木工
程与力
学学院

张毅傅嘉诚镇江市优秀红十字志
愿者

镇江市红十字学会、
共青团镇江市委 ２０１６ １２ １０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６年泰州市首届全
国大学生沙滩排球大
奖赛第一名（男子
组）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排球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６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中国大学
生排球联赛总决赛男
子组第四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２０１６ ０４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全国大
学生排球联赛南方赛
区（男子组）第三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２０１６ １０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省长
杯”大学生足球联赛
暨特步中国大学生校
园足球联赛校园组第
五名

江苏省大学生足球
协会 ２０１６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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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单位 获奖人员 获奖名称（号） 授奖单位 授奖时间 备注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省长
杯”大学生女子足球
比赛高水平组第二名

江苏省教育厅、体
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１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学生沙
滩排球精英赛男子高
水平组第五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足球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６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６年全国大学生沙
滩排球精英赛男子专
业组第一名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排球分会 ２０１６ ０６

江苏大学体育部
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大学生
排球联赛（男子高水
平组）第三名

江苏省教育厅、体
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２

江苏大学体育部
“宁奥体育”２０１６江
苏省大学生校园篮球
联赛（本科组）决赛
男子组第七名

江苏省教育厅、体
育局 ２０１６ １２

（撰稿人：沈　 芳）

江苏大学学生集体、
个人获校级表彰奖励情况

一、２０１６年“江苏大学大学生新长征突
击手”名单　 江大校〔２０１６〕２９１号
谢育娇徐振霞邓起凡陆怡
丁浩王燕铃苏洁张果
拉珍胡锦坤邱金龙冯超
孙梓桓张昱朱泽瑾成卓
梁伟李麒戴雨辰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

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江苏大学先进学生党
支部、优秀学生共产党员（排名不分
先后）　 江大委发〔２０１６〕９５号

１ 先进学生党支部（共４９个）
机械工程学院２０１４级机械工程硕士研
究生第一党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２０１５级机械工程硕士研
究生第三党支部

机械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三党支部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２０１５级硕士学生党
支部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交通运输本科生
党支部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车辆１５０２硕士生
党支部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
生党支部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流体本科生第一
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无机非金属材料
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无机材料与器件
研究所研究生党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１５０３班硕士研究生
党支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纵向研究生第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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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二党
支部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
生党支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研究生２０１４级党
支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本科生第一党
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本科生第
一党支部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１５０２班硕
士研究生党支部

理学院本科学生第一党支部
理学院研１４０１班党支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本科生第一党
支部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研究生第四党
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应化专业学生党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研究生第五党支部
管理学院硕１５０１班党支部
管理学院２０１４级本科生党支部
财经学院研１５２党支部
财经学院财务　 统计系本科生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研２０１５级党支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法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法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
文学院本科生第一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英语本科生党支部
外国语学院２０１５级研究生党支部
艺术学院工业设计本科生党支部
艺术学院２０１４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研２０１４级研究生党支部
教师教育学院本科生党支部
医学院本科生第六党支部
医学院１５级医检研究生党支部

药学院２０１５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
药学院药学专业本科生党支部
京江学院２０１３级本科生第四党支部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０１５级研
究生党支部

生命科学研究院第二党支部
图书馆研究生党支部

２ 优秀学生共产党员（研究生３０名）
机械工程学院：朱金鑫　 王琪琪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杨月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叶　 青

刘昌宁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徐贵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杨永刚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胡亚民　 杨　 深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洪　 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袁　 飞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蔡晨伟
理学院：耿　 柳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张泾杰
化学化工学院：李媛媛
管理学院：刘　 畅　 马浩文
财经学院：周菲菲　 贺鹏骏
马克思主义学院：陈佳楠
法学院：吴宸昊
外国语学院：曹　 雪
艺术学院：张　 寒
教师教育学院：徐慧敏
医学院：徐宇浩　 彭　 珂
药学院：王海艳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顾延东
生命科学研究院：袁舒平
图书馆：王晗啸

３ 优秀学生共产党员（本科生４０名）
机械工程学院：刘　 宁　 高鸿飞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赵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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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周新宸
季　 亮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石　 琳
张　 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俊楠
李嘉林
马鸣远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张振华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曾椿淋

唐川惠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韩　 冰

耿庆敏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陈佳欣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吴佳琪
化学化工学院：谢英杰
管理学院：尹俣潇　 吴笑笑　 孙秋吉
财经学院：张　 雷
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赵君
法学院：刘　 源
文学院：蔡晓伟
外国语学院：江丽莉
艺术学院：龚　 冉　 韩立超
医学院：朱　 君　 郑倩雯　 俞文锦

韩新烨　 熊梦雨　 罗　 凯
高钦癑

药学院：马　 萍
京江学院：孙维茜　 李　 阳　 刘茜铭

周芳雅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

三、２０１６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单位、优秀团队、先
进个人、优秀社会实践基地和优秀
调查报告（论文） 　 江大校〔２０１６〕
５０７号
１ ２０１６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先进单位
财经学院

法学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京江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２ ２０１６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十佳使者

法学院：许　 妍
管理学院：陈俊岐
京江学院：王　 越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张宇皓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孙佳宁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田思雨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张爱英
机械工程学院：陈加徐
医学院：李　 权
财经学院：冯沁怡（并列第１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魏爱博（并列第１０）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９日

四、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三好学生
标兵　 江大校〔２０１６〕４８７号
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优秀研究
生标兵（３８名）

机械工程学院（３人）：
刘　 伟　 朱金鑫　 刘　 蓉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人）：
靳合琦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３人）：
刘昌宁　 李伟俊　 邓晓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１人）：
韩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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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３人）：
苌树方　 张志强　 朱林中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３人）：
刘晓洋　 杨　 深　 万　 玲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３人）：
李欢欢　 胡薇薇　 李　 伟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１人）：
魏　 薇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３人）：
朱莉莉　 倪志瑶　 吴盼盼
理学院（１人）：
孙艳秋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１人）：
张泾杰
化学化工学院（２人）：
卢志鹏　 尹海旭
管理学院（１人）：
冯　 阳
财经学院（２人）：
时方艳　 周菲菲
马克思主义学院（１人）：
孙煜
外国语学院（１人）：
喻志刚
艺术学院（１人）：
胡　 杨
教师教育学院（１人）：
徐慧敏
医学院（３人）：
蒋孟林　 周凌宇　 张婷娟
药学院（１人）：
丁应财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人）：
卢加兴　 顾延东

２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优秀研究
生、优秀研究生干部

机械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５人）：
沙朝飞刘伟丁清张佩
刘波朱金鑫刘蓉左慧
曹国栋洪红朱建栋董金耀
陈树洋邓永泉王子豪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５人）：
康正阳王一帆王琪琪崔沛
温娟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靳合琦罗莉君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３人）：
左志强杨月星赵峥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９人）：
李伟俊岳姗汪小?叶青
丁浩余未赵宇超王佳炜
高雪婷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７人）：
李文瑶张龙飞邓晓析沈峥楠
朱畏畏刘昌宁陈彪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３人）：
徐文彬于蕾夏?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３人）：
韩丹张正洋张永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１人）：
郝桐帆刘帅朱林中苌树方
范春亚张志强严铭陈玲
杨永刚程江峰张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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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任杰李晓芳征圣全徐进康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１人）：
孙健胡亚民陆震周鑫
刘晓洋曾煜万玲范洵
王诗源陈仲华孟祥利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５人）：
杨深吴文叶杜鑫鑫王海燕
倪媛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８人）：
李雅琪李伟胡薇薇吴娟
李欢欢王瑶瑶袁璐洪晨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５人）：
魏薇孙得珍杜甫义高越
熊新宇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吴婷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６人）：
朱莉莉倪志瑶吴盼盼姜舒
王运文刘晓龙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王孟

%

许春林蔡晨伟平淑容

理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王丽孙艳秋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３人）：
顾超耿柳曲萌萌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３人）：
颜高升张泾杰马国鑫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张娣

化学化工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３人）：
刘树成何劲松钱坤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９人）：
李媛媛卢志鹏薛武平尹海旭
何城赵娟胡靖万靖
黎臖

管理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５人）：
刘畅李军强吴启飞赵子琪
刘童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冯阳袁猛陆婷婷陈宸

财经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７人）：
时方艳李娜李佳佳袁小露
李珍婧姚依倩贺鹏骏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成鑫周菲菲曹晓梅尹琪璐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２人）：
陈宏雷李凤梅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孙煜

法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吴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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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人）：
喻志刚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郭晨璐

艺术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３人）：
胡杨席静刘宁

教师教育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人）：
常娜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徐慧敏

医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３人）：
王旭张婷娟韦静曾平
白羽方燕斐蒋孟林李鲁博
彭珂梁炜叶斐董颖
钟梦诗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４人）：
夏龙飞周凌宇王运刚徐宇浩

药学院
校优秀研究生（４人）：
丁应财江晓萍李慧华王海艳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校优秀研究生（４人）：
卢加兴刘思晗孙慧熊志翔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顾延东陈宗贺

生命科学研究院
校优秀研究生（１人）：
吕月庆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２人）：
袁舒平刁军委

科技信息研究所
校优秀研究生（１人）：
倪华
校优秀研究生干部（１人）：
王晗啸

　 　 ３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三好学生
标兵（８０人）

机械工程学院（５人）：
陈锂权冷亭玉王小莹李天癑
陈亮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１人）：
何俊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５人）：
陈黄小龙盛富鹏李幸军
吕强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５人）：
仇兴雷黄玉磊王开珉符玲莉
叶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５人）：
刘超李俊楠张晓玲滕赛楠
王瑾

#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５人）：
何晓婷徐舒其纪友州朱尧靓
王亚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２人）：
彭瑛蒋彩萍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２人）：
张晗杨鸣凤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５人）：
程振桥付梦莎奚钰佳程俊强
王欣璇
理学院（３人）：
赵玉萍张田田邹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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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２人）：
朱蕾张军
化学化工学院（１人）：
朱瑶
管理学院（６人）：
刘彤彤芦萌萌李闪闪史
周丽金刘凌燕
财经学院（７人）：
陈阳吴佳棋王雨桐虞惠
周思宁张茜刘越
马克思主义学院（１人）：
冯梦婷
法学院（２人）：
刘源卜国欣
文学院（２人）：
徐静煜齐华
外国语学院（２人）：
江丽莉于晓艳
艺术学院（４人）：
邵怡王敏龚冉谈春梅
教师教育学院（１人）：
蒋雅静
医学院（６人）：
朱君王妍然邓世佶韩新烨
韩忱成张煜婕
药学院（２人）：
马萍陈兴晔
京江学院（６人）：
孙维茜李仁仁程晓茜唐伟
柳志康顾喜薇

４ 江苏大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三好
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机械工程学院
校三好（１０７人）：
陈锂权王庆伟李天癑陈亮
刘莹王小莹刘涵孟凡琳
李前奇范林生

阿不都西库尔·阿不来提谢兵
王晶郭东癑张国立杨晓琼
赵晓琪王孟妮王燕徐众
张松高鸿飞王梦宇林家豪
陈铭田万杉沙磊刘亚杰
庞晨涛朱可许金堡舒欢
王威海钱程翟笑秋刘子妍
陈灵星马瑞俞睿吴璞
曹斌冒文彦蒋婷李?
安峻毅仇丽阳万凯曾赣鹤
李玉霞陈飘沈志豪王震
刘诗?邵照群时光冯广煜
苏小青缪涟茹任朝阳钟华英
杨瑞雪陈志腾徐颖廖兆强
林成鲍现乐施浩李潇
张贺陆锦景网钰陈雨佳
闫伟吴谭栋杨萍李奇灵
王昭孟维佳王睿刘宁
汪亮赵前亮王铮邵延晓
於伟杰陈凯蒋志远任慧
盛佳男张宇毛宇翔屈泽峰
赖泽豪李亚超陶加杨王紫筠
汤冰影李想费铖邦顾传彬
沈瑞范明伟徐梦莹陈嘉琪
郑新姜赛珂严靖烨
校优干（２８人）：
冷亭玉吴蓉王萱许伟
李江徐子豪支琛博崔瑞
许晓伟史凌慧张晨陈加徐
王逸帆王宇叶昕黄建斌
李世奇尹振方宗圣康刘明星
段伟东饶立锋向新峰周雪静
严旭平蒋培丁健韦运余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校三好（７人）：
严超汪航汤玲玉戴恕楠
王凡勋王俊杰王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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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优干（２人）：
赵慧敏何俊增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校三好（１２３人）：
朱南楠陈勇高旭庄晨
陈晨王浩祥孙东崔义忠
马瑞刁凯凯刘伟张瑶
盛富鹏彭满才卢鑫张蕴超
曾鹏飞王爽李满灿李洋
周浩芮涛章晓轩胡凯
潘宇豪龚嘉豪范子逸卜纯研
皮健邵天予王康冯一鸣
朱大全黄映秋胡楠楠周新宸
张涛严炎智赵晓聪喻康颖
秦晴郑科臧勇李琳
杨宁严锋邓汇凡王军
杜丽范鹏飞汪允浩钱怡
徐凯梁聪郑增增宋鑫炎
阚浩轩朱兆伟陈熙嘉刘朋
滕潇鹏严祝杨宵祺刘杰灵
陈志远薛毅炜沈奇豪曹鑫浩
高靖李幸军王为凯王吉照
金志玲倪思佳万思斌郝慧敏
余雪连王斌于丹吕强
韦雄李俊许海飞颜浩然
卢志远韩冬冬朱絗高婉莹
王林陆大勇沈学峰章昊晨
徐斌陈朱俊炜陈梦瑶
闫梦如于扬丛雅蓉齐军杰
朱若琪孙斯嘉廖冬梅朱彦霖
徐颖刘雁鸣徐杰胡茂凡
方雅玲施雁云乔琦宋晓霞
赵宇橙杨蕊毓赵浩鹏江绍康
裴建华陈镇东韩宇彬陈思宇
查晔张耀明薛不凡
校优干（２人）：
黄小龙陈向阳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校三好（１０８人）：
叶锋符玲莉金毅李伟昭
彭佳杰裴帅熊婷魏红伟
蒋振荣季均殷云潇徐超
朱慧君陈轲杨世蜜唐若月
周阳王毅琳洪鹏潘俊杰
曹喻王玉清洪世明王克辰
郑诺于江鹏刘颖张晨欣
黄玉磊邝锡金陆尧戴闻骁
杨怀远程彪宋超周智程
冯世林王晓洁曹歌瀚魏爱博
陈智群陈峻源陈成陈飞
林子衡桂铠王中文钱振华
胡栓虎王其锶吴琳胡倩润
朱怡自陈杰李建铖戴玉洁
李翔岳修鹏马昆煜胡国强
张涛葛文兴李盼姜玉娇
蒋宁静庄重胡纪伟黄秋焰
程慧慧程人于龙杰黄强
吴洪雷张艾嘉叶世红何旭鹏
古小玲韩佳丽聂丹尼王凯伦
仇兴雷李秀秀茆浪孙朱俊
陈辉辉陈苏琳陈冬连邵丽丽
丛鑫李飞扬蔡迎红程晓婕
黄发庭郑宇秀王家伟吕海涛
杨露露涂嘉琛樊静范雪莹
王夏菲朱彤蒋帅杰宋前

)

潘蔚郝旭波李美君段鹏
校优干（１９人）：
明祥栋徐希魏毛文雨徐可伟
郑振鹏赵康佐张游国严利果
赵利霞李宇虎迂文兵陈颖
罗千皓王凯丽徐东炎王开珉
彭蕾刘泽鹏王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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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三好（９６人）：
方彦博陈延展向文艺杨瑞恒
王鹏峰魏关鑫胡岩松陈乐利
张慧慧曾鹏高潘刑晓桐
周之期陈文静杨露瑶江皓天
陈世航王弘杰苏程顾超
顾力王丽欣吴思渔许满伟
蒋涛杨玉梅钟敏何文博
张家兴邱晓艳刘浩吴海涛
张涵郑家伟祖嘉星邢丹
苗畅师荣荣徐林红马翼飞
王伟东张玲玲滕赛楠张鹏飞
陈潇忻汪志英应晓云徐志威
马丽刘乔丹马静李睿锴
刘可王栋程婷婷周强
王瑾

#

仇嘉明魏然魏鲁琳
何忠秀犹明瑜蒋辉沈殷捷
周辰赵英鑫岳亚妹牟姝妤
徐传孟张晓玲史淑静李嘉林
郭爽雷继梅徐小唐张丹
江润博李俊楠刘荣娟王癑
任艳霞张伏一陈亚楠王霞
龚晓花刘超彭波王文伟
王泽鹏陈鹏辉王凯罗聪
李昊马鸣远郑超宋生超
校优干（１４人）：
赵先王倩王闯庞炳玉
胡李婧晗张萱萱徐家盛
徐巍曹筱楠胡梦婷潘亦琛
丁叶凯于磊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校三好（１２０人）：
赵若妤王玉晨成蠫蒋佳琳
刘波张逸康张生鹏钱梦男
倪佳俊胡星月段永辉朱燕妮
吴静静谢超郝晨舒李保润

王欣王亚琦杨逸彬陈鹏
姚甜宋杰王乐乐赵争
钱海峰何晓婷滕涛陈金维
陶欣怡胡建冬张华梁露露
于博杰洪鑫贾宇浩王佳明
魏婷婷朱尧靓诸言邱俊峰
杨益明曹东辉朱春宇吴梦瑶
王永翔沈阳顾永文薛瑞
王勇曹锐周雪韩钦
包圣陈露篧纪友州毛盈
郑锐剑张欣茹何昱郭一嘉
邹丽蓉汪龙杨金波徐舒其
阿丽腾古丽赖恒强蕾
李璐璐周艳晏涛陈新瑞
冯云华周左徐先宝李弯弯
王旭李君妍黄乾高峰
蔡嘉瑞周灿鲁郝亮邱智赵
查志豪赵洪杰梁康还浚萁
熊佳旺吴琦李思鹏浦芸
杨燕矫冯璐张静付雅芝
杨姝史琦婧张世义刘云飞
吴杰周伟伟孙志伟李洁
汪剑豪肖向华周鑫敏胡梁宏
王子淳史倩唐卫微潘辰
葛玉琳张伟明季泽宽汪阳洋
闫丹丹张安琪韩静马雅楠
裴锦玮
校优干（１３人）：
陈明段磊郑锐唐星月
范文杰施天灵司响张晨光
胡智慧徐慧陈瑶李磊
王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校三好（４１人）：
彭瑛毕杨曾椿淋朱慧敏
程欣禹光荣赵阳洁赵丽霞
胡笛陆峰张俊俊唐川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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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佳慧吴继忠林警威殷思佳
乔泽茹王诗斐钟永梅王德钦
白雪霞王雨童卫姣魏晓鸥
刘端炬张运莲王妍罗远平
蔡佳惠邓昱昊张宇皓李月
陈薇羽周昌倩孙晓霞司晓静
余欢景张牧李婷刘智慧
胡婉营
校优干（４人）：
蒋彩萍文青赵静荣雅文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校三好（３６人）：
武瑞华耿庆敏贾庆丽龚静
王红强崔蕴晗韩冰朱颖
张晗宋娜娜陈文卉赵艳超
刘明王丹宇汪能高铖
卢露董凡超吴穗勤胡志远
刘义嘉汪胜胜孙华锴徐仲亮
周涛柳苏洋赵斯滕杨鸣凤
叶鸽鸽栾佳雯毛伟杜嘉成
吴俊颜梦娇王欢方龙洋
校优干（７人）：
李彦平纪晓妍吴鹏瞿文强
许丽霞陈婷婷张虞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校三好（８０人）：
黄毅魏小雅魏国强赵红娜
张卫华吴江越张犬俊程振桥
李鹃王宇飞姜亚超祖婉婉
奚钰佳池邦强余楚恒徐雷
华聪张博赵洁洁闫冬
王佳琳唐忆缘单旭东林芳敏
张铭伦梁钱陆健王浩天
盛梦娇吴慧敏左景旖朱庆红
陈璐华刘耀东郭士坤程俊强
肖之长赵德强高江王光诚

郭强吕麒陈袁张悦
杨丽丽彭永强黄德利刘莅辰
王志忠苏鹏潘冰儿文卓越
朱仁江许星宇严锐超祁超
吴真斌董俊杰宋维成武彬
秦友才吴楠南燕桂艳双
杨珍饶利婷齐妍薇吴易明
王珂赵杭通李唱陆海棠
杜帆秦晓燕任俊伟吴昊
李壮陈思倪培莫浩然
校优干（２６人）：
李娇金洪影龚扣林刘博
虞扬张博郭凯迪王春勇
董娜付梦莎李智慧赵玲玲
俞文慧王欣璇陈霞晖宋欣阳
胡震东任泽昂曹曦文范如意
王梦楠马明俊高翔宇曹毅
田红徐红主

理学院
校三好（６０人）：
李兆李凯康陈全中王宗灵
孙慧敏谢裕恬朱家慧刘颖婷
赵玉萍高华婷李承晨钱姣
姜忠楸陈莉莉张丽娜陈芊妤
霍榕容周慧孙春雷刘洁
荣誉恒姚晨鸿刘宇航滕漫珊
张田田刘一笑徐倩张严

#

夏鑫烨陶凯欣洪靖凯卢莉
鲍倩倩朱雨姝周晓娜冒宇鑫
邹嘉辉成冰洁吴佰慧于梦佳
徐紫?秦文健高乐胡颖
王梦宣李俊峰金臖管桂
周飞龙陈佳妮史雨婷郭昕怡
奚琰王豪彭聪王玉媛
李鹏汪水雨王英姿郑钰琪
校优干（７人）：
于艳珏段诗达王学银卢佳佳



(t45

５０９　　

陈腾王垠徐启文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校三好（４８人）：
张军吴佳琪王平凡汪天享
曲怡霖张雪薇秦月波宋陈烨
朱一飞王梓良陆如霞杨凯逊
周烨雯朱秋语仲亮姚佳癑
朱蕾李姗姗何乃福顾月琴
杨哲孙佳宁章思婷杨丰羽
蔡彦鹏郝??吴蝶刘俊姿
赵玮张星宇王鹏吴高平
李梦凡田雨婷李业飞李美夏
蒋政轩司有栋刘世典李扬
张婧洋王兆轩吴文鑫杨金茹
王壮壮盛希璇张放胡朝磊
校优干（２人）：
张丽丽嵇凡

化学化工学院
校三好（３２人）：
王东东万耀闯万凌徐雨艳
朱瑶贺强王婷靳建兵
陈宇李志文姚敬秋叶钰珍
王荣荣梁希萌章倩方俊佳
陈倩倩姚晨飞陈龙唐燕
王航宇何文枫杨乐岳晓阳
陆春花杨晓庆巩新池高蒙蒙
申阿慧曹阿梅李凯璐李婉露
校优干（４人）：
赵泽润张真真严雯莉于宝秋

管理学院
校三好（１１０人）：
尹俣潇秦铭蔚郭萍丁梦霞
武丽娜曹亚婷凡伟陈红玲
李颜戎丁洁郑慧娴张甜甜
潘倩红李慧芦萌萌李闪闪

贾随兄王林玉蒋海芸祝芮茜
孙秋吉郭海望胡富豪缪亚文
周娟厉珂范安琪宋娅
刘彤彤杨欢刘路路张玉婉
陆剑陆叶王颖苏佳璐
李家辉余丽罗洋陈佳佳
张绎如昌甜甜张新宇赵斗艳
尤宏峰孙雪花张译丹杨轩
朱娟清陈静王淑君渠娴娴
任小星曹甜甜张珊珊方穗
杨子超张钰婷刘凌燕佘靖雯
杨珊珊吉萌蕾张子涵周丽金
陆国鑫李思佳王婷万佳倩
蔡晓朦陈恒恒杨欣琦常宇
吴若琳刘琼蒋倩雯李晓辉
郑聪高恺志覃正虹鲍纯韵
林艳红俞晓庆李洁过钰
恽博文李昊泽顾刘栋姜鹏
刘宏笪吴义龙朱丽丽黄琳
刘新波李选刘亚飞张诗曼
刘广巧许昊方超胡慧婷
郭亚涛沈静静陈佳玲柴旭涛
周涛万志栋朱雨昕许诗薇
盛赛赛许浒
校优干（２２人）：
郑玲玲白雨赵雅秦洁
毕春艳赵莉莉郑渝文张婧
曹晓晓秦艳凤严敏宇史
张天祁李玲贾瑞敏杨依沁
徐逸雯李静陈丹黎徐玉环
曹琦棵徐彤彤

财经学院
校三好（１２７人）：
汪繤于惠琴程晓彤戚晨佳
张佳李函昱黄涛段瑞佳
沙云秀杨瑾崔宛冰汤云
朱静尹晓铆胡洋孙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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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凡陈慧宇姜苏航胡佳佳
陈阳徐佳丽乐竟进夏秋艳
方致远张冬芹何悦吕露
陆莹莹吴翠唐欢袁嘉沁
孙凯伦沈佳珩余苹单灵娇
沈依奕吴甜沈婷婷周思宁
杨嘉俐丁文瑾居相巍施善希
彭佳莹李楠章陈瑶吴诗
查雅倩徐丽婷陆燕林唐杏
李玉蕾吴承俊江丹丹黄陈晶
张晓静赵一琴吴佳棋沈梦婕
刘茜金宁钱璐欢徐晨晨
冯雪梅方雪婷李希缘柏慧
翟笠张文艳姜海蓉杨月
金玲霍雪文曹晓慧唐诗逸
刘杰闻媛陈致成徐文峰
梁丹丹赵苏雅庄梦月焦应茹
孟文慧王雨桐刘茜茜郑欣
赵丽臖朱珠费雁飞薛怡
梅新展王艳张子帆张思梦
李沁颖蒋楚筠张艳丽韩迎香
李癑陆秀羽朱芮康晓
狄颖陈雨薇许軻婷吴晔
王丛庆陆子群秦浩玲潘慧凡
贾红风胡慧慧于丽虹刘静静
陈丽婧沈星浩郑丽云吉玉雪
李思琦孙梦珂魏扬帆燕依晖
谷亚玲任缘缘陈慧
校优干（２４人）：
赵勇智季慧慧马玲曹晟
夏彤王瑶杨宁宁梁一芬
蒋雯周杰李兰杭永胜
高欣虞惠童依然王许华
居蕾吴海燕沈薇刘越
张茜张琛李晓慧史靖

马克思主义学院
校三好（１０人）：
冯梦婷戴雨音汤晓霞李赵君
王慧莉陆静怡陈玉婷袁琪
焦娇陶瑞

法学院
校三好（３４人）：
张筱苏媛媛刘癑施浩
葛晓敏李媛钟佳桐刘源
卜国欣项莉佳刘宇星肖慧香
刁永超沙莎李宁夏文慧
李明轩林自双吴杰郭红伟
魏萌谷婷婷孟智东黄春蕾
边媛杨静朱雷于橙
刘丹张炜宸阴亚微张晓琦
陈梦纳周燕莉
校优干（１人）：
许妍

文学院
校三好（３５人）：
万泳菁周月齐华刘莎
解成雨蔡晓伟陈华王孜
汪忆琳刘欣彤虞梦陈奕甫
姜瑞张怡王艳慧徐超
陈博聪康家慧毛梦杰程慧敏
陈嘉琪孙妍李翔舒琪雨
刘芷珊高丹王艺霏杨紫琳
邓燕玲许静李丹丹李爽
盛忻怡王一帆沙菲
校优干（１５人）：
徐静煜李伊?明萌朱思伊
周心怡蔡琳燕李文雅许曼
杨若含潘昱张艳如王嘉雯
尹怡谷亮毛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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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校三好（３１人）：
徐亚文顾忆春李洋洋倪佳雯
于晓艳杨扬杨雅韵吴铭明
彭敏一殷雯吴科慧刘静
端暮怡张柳柳路斓刘露巧
戈静周静静花振豪吕文欣
陈颖妮张含笑张?莉赵珂心
李励帆沈瑾李叶强怡灵
申婷茜李佳易新语
校优干（１５人）：
江丽莉董宇阳蒋倩杨家华
彭筱琨张旭彤文婧李泽君
赵惠玲王宁张癑马晨晨
顾安然翟志屹何罛

艺术学院
校三好（４４人）：
郝易文曹蕾雷涵涵方雅明
唐超李月蔡世杰卞春叶
杨健曹独清方琼莹夏琴琴
周盛癉黄思杨嫣陈秋瑾
徐瑞清王小雯徐凌珂夏吉敏
贾楠徐倩赵莹李阳
黄依芸尹思思高紫

"

章璐
陈婕霍梦婷邵怡刘婧雯
杨佳佳张笑余龚冉王琳
王新娜尹梦婷李印妮范滋雨
谢晨晨丁静雯朱建伟韩立超
校优干（３７人）：
陈琳陈扬洋赵斌应宇婷
王泽沣谈春梅郭怡珊王敏
程思瑜毛芳怡周明癑曹冰妮
姜亚平陈玫伊李家张硕原
夏珂严桂芳王帆王妍
邵李雯杨琳凌胡亚斌
顾爽甜王竹筠王彦东杨雪萍
王斌周关月郑泽君任静

曲洪川徐静魏祥超王庭韦
姚亚琪

教师教育学院
校三好（９人）：
张莹韦靓柳昌灏丁蕾
孙亚倩俞橙澄孙欣吴淑敏
王韵芝
校优干（１人）：
蒋雅静

医学院
校三好（１７６人）：
周天然汪竹涛谢佳茜刘明
孙浩徐得立朱桓李玉昆
赵婕吉丁钰竹何蒙袁依雯
杨致远袁佳琪孟欢何美
沈嘉琪孟思敏赵耀方界界
徐玲芦娟朱臖彦张佳音
戴瑶李群刘燕晓季逸
李凤妍吴妍唐子璐周医雯
胡宁芬于倩巩环宇周鹏
王咏婧康雯朱俊辉葛婧雯
曹献文薛建袁苗苗邓世佶
钱嘉莉何腊梅张露王沛青
尹思琪柯美霞唐韵宋玲
杜姣洋高洁陈丽项平平
余琪琪刘莹阮望赵静
崔宇晴赵梦梦蔡珍生彭煜健
殷霖霖刘玉婉季琴蔡秀
田圩虹王妍曹毓文郝玉
王小铃李朱萌刘赛冯丹
尚晓彤潘婷黄梦媛陈薏帆
许妍周婧羽林子瑞朱冬梅
周楠杨智涵李无迪沈楚莹
王蒙张嘉文宓兰兰黄文怡
张紫妍严洋吴旭楠许莹
熊梦雨吴曹嘉诚聂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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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莉杨颖文进璇兰洪倩
张绮雯史春璐王星星邱雪莲
丁瞡姚雨叶邵孟姜心怡
王妍然夏雪莉席可文纤纤
韩新烨徐祥高洁魏竹馨
高钦癑周青青彭昕罗凯
王云张迪胡天媛万斯傲
陈羽季琼叶琴周露
华鹏张璐玢王文欣梁靓
朱君凌薇吴心陆慧玲
丁丽颖王蓉蓉孙洁杨碧萱
陆静怡钱圆圆朱奕奕陶再晓
俞文锦郑倩雯袁菲孔慧娟
王怡慧许珊汪姝桐左晨艳
侯楠李彦彦袁一航夏虹
仲君张煜婕高慧萍陈曦
王慧源黄越黄秋依王慧之
于俊瑾王志毅韩忱成彭颢
黄日清马原欣沈义兰龚雅青
校优干（２人）：
陈鸣胡杰

药学院
校三好（４９人）：
买尔哈巴·买买提李晓倩
韦春梅马改玲袁安然邓彤彤
陈兴晔殷蕤张慧明朱益灵
许晓倩韩静陈丹李小倩
李薄薄毛怡丹马萍丁施燕
周钱留于庆梅樊荣张逸帆
王思琦徐利丽陈立婷焦兆群
陈立群邵凤霞赵丹李洋
郭慧凌婕王淙李钰坤
赵进东尹莹莹李优吕苹学
刘燕袁苑楠周蓉李艳
廖明春俞雪飞王肖楠顾云双
成丽媛彭刘鹏

校优干（２人）：
许文齐曹方引

京江学院
校三好（５６３人）：
万梓豪刘民元吴闯李开通
施凌云周婷婷史善来杨海娟
周梦露田爽席月许媛
陈少聃张雨馨谢桂花唐蕾
焦?卢婷刘迎春何欣桐
韩娟黄渝洁吕婷李雪
张小燕吕琳刘娜司超凡
杭圣翔刘伟陆子杰韦韬
刘嘉俊赵曜民谢宏祥陆金婷
王银飞吴承昊徐敏斐王依鹏
沈嘉城余德健杜传昊杨荣光
丁晟许文豪智鑫张天宇
王慧如杜静昝璎晏朱闰莹
倪志伟张玉婷李润泽管梦珂
倪凌波潘子寒葛煜君刘珂欣
张志欣杨婧张梦凡姚菲
唐梦佳丁浩宇侯婷张雨慧
吴向洁王志远袁月秦婷婷
刘妍仝迪季杰严涛
冯凯祥吴深胡欣康董守鹏
田天耘尹红黄伦伦王东洋
朱辛瑶孙加源严志祥顾森
顾嘉嵘宋明翰王岩郑任平
何馨袁起飞彭有德仇俊峰
刘磊张兴张帅平王健
郭前刚张晔华宇航刘扬
陈曹霞郑伟陶泽华李思灏
曹明月杨颖高静雅张霆飞
吴书悦施芳菲戴雅怡陆勇敢
钱帅伟周联联戴静怡相福健
高枫张林东卫曙光郭剑锋
陆向阳姜港港孙仲鸣王昊
邓凯施娟娟王宁萱郭章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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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聪黄晶茹张伊人吉瑾
嵇小倩朱佳艳彭楚钰江佳秀
朱腊梅蒋宸晟李春红孙晔晗
刘锦磊张诺亚曹悦龚靓
孙昀赵丹丹彭雨晴严历
姚盼史玲玲黄悦白梦旭
李响任恩泽汤雪莹周涛
邢思捷周莹张予诺路国胜
瞿子正陈天宇石曼曼沈欣钰
高蕾曹静孙良格黄叙幸
周馨莲陈森王丹张世源
曹霄赵吟一王哲唐芳芳
徐斯凡张培艺施金花李若馨
倪方晴李珠徐静杨媛媛
刘馨张月范存文殷芳
陈洁张丹丹高阳陶勇
孟铭李苗婧刘早周莉莉
周佳丽雍嘉雯刘昱袁航
周湛云李众裴卫铭董淼
姚梦唐世清蔡闻王怡琳
陈必海瞿钰婷韩传煜陶松涛
凌菲潘慧李家乐王健萍
黄志恒田舟朱冬曹硕
周涛王大智黄佳燕刘伟
周浩祥丁一张洁张馨丹
张典王舟刘珊杨丽研
陈蒙蒙赵蓉陈双铮陈洁
罗帆刘盈李欣李萍
王玲玲陈璐瑶路欣月钟怡麟
李苗苗谢越陆馨瑜颜倩
冯晨俞婷毛静怡杨锐
谢舟宦敏刘力玮王志远
王颖李小雪陈静谷晓晓
缪玉琪刘莹侯天慧张梦婕
徐娜朱晓波金苗苗周闯
周文豪王凯王欣宁锴
袁顺杰刘晓艳高龙坤张朝乾
孔冬梅王佳丽郜聪谢江锋

贾智翔韩?朱汐李兰清
邹颖程嘉顾婷婷陶琦
章乐周培培王梦涵金甜
张婷婷姚嘉培李凤仪陈玲
孙婧轩马琦王俊娴王毅洁
龚丽红汪威陈岚磊李浩
张宇于奇松高福强王卫东
周嘉圣顾振业吴鹤鹤周凯祥
朱伟程尧张冬梅黄锐
刘阳光张栋涛王成辉程晓茜
薛莉沁蔡佳敏吴搏张康
戴军朱丁丁王伟正郭振宇
董益吴磊王炷桥陈佳佳
陈怡斐刘贺尧赵刘洋缪敏怡
沈支佳吴秀秀薛蕾宋静雨
戴微闵雪梅苏宙刘莲
朱悦于欣彤徐媛张俊尧
郁恺逸吴琦朱秋钢朱贝
相健冉小菊沈婕戴晓癑
李梦超陈楠张瀚文朱萍
陈杨陈茗张晨浩孔舒
王雨华张楠李泽琳黄美
袁辰燕张晶晶周阳许雯
吴月霞陈静孙茹妍虞屹
黄明星李仁仁洪俊倪蕾
郭曜鸣施正泽陈霞吴凯洪
蒋楠刘珲丁可陈诚
吴琪华亦峰杨宇顾加亭
诸紫燕戴小康黄忠裕李亚婷
吉文芹李佳修苏华许嘉煜
薛春阳马莹莹王逸非吴云皓
任发知魏帅徐捷余健恩
唐双燕宋春光张闯孙婷婷
赵强姜巧周伟豪蔡琳
袁静魏思宇俞晗陈美林
闻雯刘颖娴王红梦刘茜铭
刘蕾唐瑚澄邱美云郭芋良
张姗姗史琦周欢黄怡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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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艳秦雪景沈菲菲陈培培
朱婉琳王雅婷余梦瑶季蓉
坎金燕刘凯亭袁明清夏心怡
荆雪姣佘奕霏孙维茜袁珍丽
李晗钱梦佳许倩袁慧
黄琪张萌王亚伦袁昊
曹健东裴智鹏梅晓斌缪文娇
查雪晨陶丽丽王建平孟帅
丁兰金攀史天宇滕烁
王斐刘宗敏柳志康赵一楠
许鸿伟丁扬姜亚利任友梅
徐娇娇谢泽友苗仁杰张涛
葛诗瑶崔宇丹谢文婷武婧
李星宇张小凤吴超神史丁方
周碧云李佳丽乌杰周洋
王俊欣耿彤希季鸣徐艺
胡

#

洁胡玉琦唐伟孙爽
葛一伟程威胡惊涛张珂
张志恩单楠束晓敏汪盼
周忠强王誉雅赵杨玉荣
丁君云祁春君华呈强柯星
曹淑薛欣然袁亮黄遷
冯月张桥徐鹏飞范胜帅
胥传耀张荣刘晶金龚婕雯
张依依李慧朱晴王业
邱婧靓杜颖逸谢玲玲沈妍
滕璐姚琳唐慧李艳玲
周李蕾陈丹娜周芯如陶萧癑
储晶经文娟朱沛玲王瑶
张圆丽施博宇李晗崔恒梅
朱伶崔艳海于青青陈雅蕾
黄蓉于美芳成国宇吴边
校优干（１４３人）：
乔冠北陆殷嘉李帅迪汪成标
张梅冯张棋金文超祝雷

王芳杨军陈木森李政昱
束方宇汤志烨陈苏怡吴嘉雯
李港徐?许益珍李月明
包子蕴姜荣荣石智慧陆施宇
匡荣陈聪聪袁鑫严宇
顾佳倩黄章智朱敏张引引
王雨欣阎璐王楠楠陈妍
王楠顾黎君吴步云程雨
姚子佳朱文韬王冬孙俊
徐进郁楠顾

)

王广达
赵青青张锃陈佳楠徐秋思
蒋秋霞凌昊明沈建杨傅鹏涛
邢警郭梦雅王成锋诸伟杰
周婕侯家豪葛媛赵钧民
刘艳梦孟晨曦廖睿婷孙玉婷
许萍婷张兴顺储旭袁旭
孙妍唐钰石凯凯刘月伟
陆倩王鑫张芹骆苏婷
蔡珊珊黄源杨晨丁婉君
王俞文谢小亚吴金龙屠懿
孙思楠田甜桑玉祥尹威
侯嘉鑫唐江浩朱钰磊王嘉诚
刘茜茜刘陈晨高国方刘海芹
陆金烨朱林李董晨肖瑞
林杰陈慧玲杨桐季诗蒙
高颖吉燕婷李阳闵慕
贾婕吴偕杰薛玉顾喜薇
季銮顺赵艮权陈杰诸安
王尧何春晖周春萍胡蓓蓓
李卉钱燕超许敏慧宗婷婷
陆海焕郑林欣唐淳淳施建培
王羽佳沈梦陈书蓓王怡婷
王胜辰张思洁陆秋妍王瑞
鲁智敏谢梦真章熙欣

获奖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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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招生、在校生来源情况
人

编号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合计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

成人
专科生

成人
本科生

网络
专科生

网络
本科生

硕士
研究生

博士
研究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５ ８６６ ５ ８６６ ４６ ８３４ ２３ ２１９ １００ １６ ２７６ ６ ３２１ ９１８

天津市 ３ １０４ １０４ ４５０ ４３０ １２ ８

北京市 ２ ２０ ２０ １１５ ９７ １０ ８

河北省 ４ ８７ ８７ ５３３ ３９４ １１８ ２１

山西省 ５ ２４５ ２４５ １ １５８ ９２６ １０４ １２１ ７

内蒙古 ６ ４６ ４６ ２００ １７７ １９ ４

辽宁省 ７ ８５ ８５ ４０１ ３３９ ４９ １３

吉林省 ８ ６８ ６８ ３４４ ２７９ ４０ ２５

黑龙江 ９ ６８ ６８ ２７０ ２２１ ３７ １２

上海市 １０ ３１ ３１ １４６ １１２ １９ １５

江苏省 １１ ２ ５１３ ２ ５１３ ３０ ８８５ １０ ９５６ １５ ７１８ ３ ６１４ ５９７

浙江省 １２ １５０ １５０ ６５６ ５２８ ９６ ３２

安徽省 １３ １８０ １８０ １ ４３８ ８２１ ５７８ ３９

福建省 １４ ７７ ７７ ３６３ ３１１ ８ １５ ２５ ４

江西省 １５ ９０ ９０ ５３３ ３３７ ７６ １０８ １２

山东省 １６ １３４ １３４ ９０７ ５２２ ３７０ １５

河南省 １７ ２１９ ２１９ １ ４８５ ９３７ ５３０ １８

湖北省 １８ ８９ ８９ ５９８ ３６７ ２２３ ８

湖南省 １９ １１２ １１２ ５１３ ４３０ ７１ １２

广东省 ２０ ４０ ４０ １７７ １５６ １８ ３

广西 ２１ ２０９ ２０９ ６４５ ５５８ ２１ ５５ ６ ５

海南省 ２２ ５０ ５０ ５９６ ２１１ ７１ ３００ ８ ６

重庆市 ２３ ８３ ８３ ３４８ ３０８ ３７ ３

四川省 ２４ １６７ １６７ ５１８ ４６７ ４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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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合计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合计普通

专科生
普通
本科生

成人
专科生

成人
本科生

网络
专科生

网络
本科生

硕士
研究生

博士
研究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贵州省 ２５ ２７０ ２７０ ８５０ ８２６ ２１ ３

云南省 ２６ ２１４ ２１４ ６４２ ６２５ ８ ６ ３

西藏 ２７ ５７ ５７ １０６ １０６

陕西省 ２８ ７８ ７８ ３９９ ３５０ ３９ １０

甘肃省 ２９ １８３ １８３ ７５２ ６８１ ６５ ６

青海省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２８ １２６ ２

宁夏 ３１ ６３ ６３ ２５３ ２４８ ３ ２

新疆 ３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３８１ ３７３ ７ １

港澳台侨３３ ４４ ２７ １７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学生变动情况
人

编号
上学年初
报表在
校生数

增加学生数 减少学生数
合计招生复学转入其他合计毕业结业休学退学开除死亡转出其他

本学年初
报表在
校生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计 １ ４６ ９０４ １５ ７８０ １５ ６０７ １７３ １５ ８５０ １４ ７１４ １６８ １８５ ６７４ ３ １０６ ４６ ８３４

普通本科、
专科生 ２ ２２ ７９１ ５ ９８２ ５ ８６６ １１６ ５ ５５４ ５ ２２９ １６８ １０３ ３６ １ １７ ２３ ２１９

普通专科生３

普通本科生４ ２２ ７９１ ５ ９８２ ５ ８６６ １１６ ５ ５５４ ５ ２２９ １６８ １０３ ３６ １ １７ ２３ ２１９

成人本科、
专科生 ５ １６ ９４４ ７ ４９６ ７ ４８１ １５ ８ ０６４ ７ ５１６ ２２ ４５５ ２ ６９ １６ ３７６

成人专科生６ １１４ ６３ ６０ ３ ７７ ７２ １ ４ １００

成人本科生７ １６ ８３０ ７ ４３３ ７ ４２１ １２ ７ ９８７ ７ ４４４ ２１ ４５１ ２ ６９ １６ ２７６

网络本科、
专科生 ８

网络专科生９

网络本科生１０

研究生 １１ ７ １６９ ２ ３０２ ２ ２６０ ４２ ２ ２３２ １ ９６９ ６０ １８３ ２０ ７ ２３９

硕士研究生１２ ６ ２４０ ２ １３７ ２ ０９７ ４０ ２ ０５６ １ ８６４ ３７ １３７ １８ ６ ３２１

博士研究生１３ ９２９ １６５ １６３ ２ １７６ １０５ ２３ ４６ ２ 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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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在校生中其他情况
人

编号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派 华侨 港澳台 少数民族 残疾人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１ ３ ２３７ ２９ ２１２ ８ ４４ １ ５８０ ２４

普通本科、专科生 ２ ６９９ ２１ １０１ １ ４０４ １７

普通专科生 ３

普通本科生 ４ ６９９ ２１ １０１ １ ４０４ １７

成人本科、专科生 ５ ５２７ ４ １２９ ８ １１３ １

成人专科生 ６ ７ ２７ １ ６

成人本科生 ７ ５２０ ４ １０２ ７ １０７ １

网络本科、专科生 ８

网络专科生 ９

网络本科生 １０

研究生 １１ ２０１１ ３ ９８２ ４４ ６３ ６

硕士研究生 １２ １ ７９４ ３ ８１２ ２７ ４７ ５

博士研究生 １３ ２１７ １７０ １７ １６ １

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在校生按年龄统计情况
人

编号合计
１７岁
及
以下

１８岁１９岁２０岁２１岁２２岁２３岁２４岁２５岁２６岁２７岁２８岁２９岁３０岁
３１岁
及
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计 １ ４６ ８３４ ４６３ ３ ６９５ ５ ２６３ ５ ４５２ ５ ７７７ ５ ０１０ ４ ２０５ ３ ５９７ ２ ７１１ ２ ２２０ １ ６２４ １ ０２２ ９０１ ６５５ ４ ２３９

其中：女 ２ ２２ ７１９ ２１９ １ ６７１ ２ ２８７ ２ ４７０ ２ ６６７ ２ ５３９ ２ １８８ １ ８５９ １ ３３６ １ １０１ ８４１ ５３７ ４８２ ３２９ ２ １９３

普通专科生３

其中：女 ４

普通本科生５ ２３ ２１９ ３８９ ３ ６０３ ５ １３５ ５ ２２５ ４ ９９２ ２ ７９８ ７７９ ２２４ ４５ ２０ ６ ３

其中：女 ６ １０ ２３０ １８８ １ ６２９ ２ ２４０ ２ ３７１ ２ １７２ １ ２２０ ３１２ ７７ １３ ７ １

成人专科生７ １００ ２ １ ４ ３ ５ ６ １ ５ ５ ４ ４ ４ ５６

其中：女 ８ ３２ １ ３ ２ ３ ３ ２ １ １ ２ １４

成人本科生９ １６ ２７６ ７４ ９２ １２５ ２１８ ７２５ １ ５２２ ２ ０１６ １ ７９３ １ ３８５ １ ３６８ １ １５１ ８４３ ７９５ ５７８ ３ ５９１

其中：女 １０ ９ ４３１ ３１ ４２ ４５ ９７ ４６９ ９９０ １ ２０１ １ ０３７ ８０８ ８３１ ６９３ ４７０ ４３７ ３０７ １ ９７３

网络专科生１１

其中：女 １２

网络本科生１３

其中：女 １４

硕士研究生１５ ６ ３２１ １ ８ ５６ ６８７ １ ４０３ １ ５５１ １ ２２７ ７４８ ３７８ １０４ ４８ ２５ ８５

其中：女 １６ ２ ６７８ １ ２ ２３ ３２７ ６７２ ７３３ ４８７ ２２４ １０５ ４２ ２１ ６ ３５

博士研究生１７ ９１８ ２ ２３ ５３ ７９ ８４ ６８ ５４ ４８ ５０７

其中：女 １８ ３４８ ９ ２８ ３７ ４１ ２５ ２３ １４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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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６年外国留学生情况
人

编号毕（结）
业生数

授予
学位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计其中：春
季招生合计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及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７２５ ８６ ９４３ １８７ １ ７３９ ９４３ ２８７ ２２９ １５５ １２５

其中：女 ２ ２７４ ２５ ３５４ ７１ ６５１ ３５４ １１４ ８８ ４７ ４８

按学
历分

小计 ３ １０２ ８６ ３２９ ６８ １ １０５ ３２９ ２６７ ２２９ １５５ １２５

专科 ４ 

本科 ５ ６９ ５６ ２１９ ２７ ９０５ ２１９ ２３１ １９８ １３５ １２２

硕士研究生 ６ ２３ ２０ ６１ ２６ １１２ ６１ ２１ ２０ ８ ２

博士研究生 ７ １０ １０ ４９ １５ ８８ ４９ １５ １１ １２ １

培训 ８ ６２３  ６１４ １１９ ６３４ ６１４ ２０

按大
洲分

亚洲 ９ ４４１ ２２ ４９７ ５３ ７２９ ４９７ ６２ ７０ ５６ ４４

非洲 １０ １２８ ６０ ３０３ ９５ ８３４ ３０３ ２０７ １５０ ９４ ８０

欧洲 １１ １２１ ２ １０８ ３０ １３０ １０８ １７ ３ ２

北美洲 １２ ２９ ３０ ９ ３７ ３０ １ ４ １ １

南美洲 １３ ４ ４ ４ ４

大洋洲 １４ ２ ２ １ ５ １ ２ ２

按经费
来源分

国际组织资助 １５

中国政府资助 １６ ７４ ３０ ７２ ２０ １３３ ７２ ３５ １８ ７ １

本国政府资助 １７ １ １

学校间交换 １８ ２７ ２７ ８ ２８ ２７ １

自费 １９ ６２４ ５６ ８４４ １５９ １ ５７７ ８４４ ２５０ ２１１ １４８ １２４

（撰稿人：沈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