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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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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