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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20 年招商公路长安大学奖学金 
获奖学生的决定 

 

校属各单位： 

为激励学生奋发图强，努力进取，成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招商公路长安

大学奖学金评选办法》文件要求，经学生个人申请、学院推荐、

校级书面评审等程序后研究决定，对吴桠楠等 6名特等奖获得者，

艾奇等 15名一等奖获得者，韩雨钊等 30名二等奖获得者，窦谦

培等 60名三等奖获得者，谢学远等 10名领路之星获得者予以表

彰和奖励。 

 

长  安  大  学  文  件  
长大学〔2020〕3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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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年招商公路长安大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长安大学 

2020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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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招商公路长安大学奖学金获奖名单 
 

序号 姓名 推荐院系 专业 年级 评定等级 

1 吴桠楠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国际班） 
2017 级 特等奖 

2 岳晓燕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8 级 特等奖 

3 陈逸菲 电控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 
2017 级 特等奖 

4 胡邺丹 资源学院 地质学 2017 级 特等奖 

5 金晨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2017 级 特等奖 

6 赵诗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8 级 特等奖 

7 艾奇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018 级 一等奖 

8 王小曼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2017 级 一等奖 

9 王湉湉 汽车学院 物流工程 2018 级 一等奖 

10 王涔宇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2019 级 一等奖 

11 陈彩霞 经管学院 经济统计学 2017 级 一等奖 

12 朱芝润 电控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建筑电气方向） 
2017 级 一等奖 

13 井文轩 地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2017 级 一等奖 

14 代玖枚 建工学院 
土木工程 

（建筑工程） 
2017 级 一等奖 

15 卢奕彤 水环学院 环境工程 2018 级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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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祺超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7 级 一等奖 

17 刘佳祺 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 2017 级 一等奖 

18 李金娜 土地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2018 级 一等奖 

19 卫馨阳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7 级 一等奖 

20 阎信辛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018 级 一等奖 

21 刘卓灵 体育系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7 级 一等奖 

22 韩雨钊 公路学院 交通运输类 2017 级 二等奖 

23 蒋中楷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国际班） 
2018 级 二等奖 

24 薛懿铭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2017 级 二等奖 

25 王今朝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2018 级 二等奖 

26 刘彦鹏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2019 级 二等奖 

27 林建波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液压) 
2017 级 二等奖 

28 来盼盼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17 级 二等奖 

29 藏雨婷 经管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8 级 二等奖 

30 刘文莉 经管学院 会计学 2017 级 二等奖 

31 王楠 电控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智能化建筑） 
2017 级 二等奖 

32 魏琳 电控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 
2018 级 二等奖 

33 李雨琛 地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2017 级 二等奖 

34 潘贝贝 地测学院 安全工程 2019 级 二等奖 

35 徐媛 资源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石油与天然气） 
2018 级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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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田欣媛 建工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17 级 二等奖 

37 崔子函 建工学院 土木类 2019 级 二等奖 

38 刘长慧 建工学院 土木类 2019 级 二等奖 

39 葛伟伟 水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7 级 二等奖 

40 刘羽凡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2019 级 二等奖 

41 张明硕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能源与电子材料） 
2018 级 二等奖 

42 王晓虎 材料学院 能源及电子材料 2019 级 二等奖 

43 黄世玉 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 2017 级 二等奖 

44 王文悦 土地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2017 级 二等奖 

45 刘雨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8 级 二等奖 

46 黄艺南 人文学院 新闻学 2018 级 二等奖 

47 杨帆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2017 级 二等奖 

48 施旺东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018 级 二等奖 

49 刘锦忆 体育系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9 级 二等奖 

50 梁隽齐 国际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2019 级 二等奖 

51 王硕 工科试验班 工科试验班 2019 级 二等奖 

52 窦谦培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017 级 三等奖 

53 马锦元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018 级 三等奖 

54 赵仁杰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国际班） 
2018 级 三等奖 

55 刘渊博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国际班） 
2019 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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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邓凯中 公路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019 级 三等奖 

57 徐鑫 汽车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2017 级 三等奖 

58 车伟凡 汽车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7 级 三等奖 

59 洪懿琳 汽车学院 交通运输类 2018 级 三等奖 

60 刘腾龙 汽车学院 车辆工程 2018 级 三等奖 

61 王昊然 汽车学院 交通运输类 2019 级 三等奖 

62 屈尧 汽车学院 交通 运输类 2019 级 三等奖 

63 王宇航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2017 级 三等奖 

64 邓军生 机械学院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设备） 
2018 级 三等奖 

65 马宁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设备） 
2018 级 三等奖 

66 范伟光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19 级 三等奖 

67 孙钦玉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19 级 三等奖 

68 王亚楠 经管学院 经济学类 2018 级 三等奖 

69 王亦敏 经管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7 级 三等奖 

70 杨一诺 经管学院 经济学类 2019 级 三等奖 

71 谢佳玉 经管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19 级 三等奖 

72 张雨 电控学院 
自动化 

（智能仪器） 
2017 级 三等奖 

73 田月 电控学院 
自动化 

（交通信息与控制 ） 
2018 级 三等奖 

74 温夏露 电控学院 
自动化 

（卓越工程师） 
2018 级 三等奖 

75 赵亚倩 电控学院 自动化 2019 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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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王静远 电控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 级 三等奖 

77 邓莹 地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2017 级 三等奖 

78 杨立功 地测学院 测绘类 2018 级 三等奖 

79 王雷 地测学院 安全工程 2018 级 三等奖 

80 施海林 地测学院 测绘类 2019 级 三等奖 

81 苗晨宇 地测学院 安全工程 2019 级 三等奖 

82 皇海彬 资源学院 地质学 2017 级 三等奖 

83 战雨仟 资源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2019 级 三等奖 

84 陈炳衡 建工学院 
土木工程 

（城市与地下空间） 
2017 级 三等奖 

85 张金帅 建工学院 工程造价 2017 级 三等奖 

86 尚鑫宇 建工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卓越工程师） 
2018 级 三等奖 

87 赵培培 建工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18 级 三等奖 

88 陈文博 建工学院 土木类 2019 级 三等奖 

89 吴剑楷 建工学院 土木类 2019 级 三等奖 

90 方仁杰 水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8 级 三等奖 

91 陈文倩 水环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卓越工程师） 
2019 级 三等奖 

92 罗恺蓓 建筑学院 建筑学 2019 级 三等奖 

93 黄昕彤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2016 级 三等奖 

94 吴冼焱 建筑学院 建筑学 2017 级 三等奖 

95 方明明 材料学院 能源及电子材料 2017 级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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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安王聪 材料学院 道路与机场工程材料 2018 级 三等奖 

97 聂晓双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2018 级 三等奖 

98 马姝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9 级 三等奖 

99 程传刚 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运输管理） 
2017 级 三等奖 

100 杨思源 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 2018 级 三等奖 

101 郑伟 运输学院 
交通工程 

(国际工程班) 
2019 级 三等奖 

102 李璇 土地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2019 级 三等奖 

103 张雯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2017 级 三等奖 

104 贺嘉乐 人文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2017 级 三等奖 

105 卢思慧 人文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2018 级 三等奖 

106 靳淑丹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7 级 三等奖 

107 张迎天 理学院 工程力学 2019 级 三等奖 

108 吴新怡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7 级 三等奖 

109 何林旭 体育系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2018 级 三等奖 

110 刘晟达 国际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2019 级 三等奖 

111 潘美林 工科试验班 工科试验班 2019 级 三等奖 

112 谢学远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2018 级 领路之星 

113 王乐慧子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19 级 领路之星 

114 郭一霖 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8 级 领路之星 

115 张展铭 地测学院 地球物理学类 2018 级 领路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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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杨开云 建工学院 土木工程 2018 级 领路之星 

117 周思成 建工学院 土木工程 2018 级 领路之星 

118 孙子璇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7 级 领路之星 

119 李心月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19 级 领路之星 

120 牛硕 国际交通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 
2018 年 领路之星 

121 任莎莎 工科试验班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018 级 领路之星 

 

 

 

 

 

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5日印发 

抄送：校党政领导。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