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江苏大学第七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表彰结果的决定

各学院（中心、研究院、所，下同）：

由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海外教育学院、校团委主办，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财经学院、药学院、法学

院作为各分论坛主持单位的江苏大学第七届中外研究生学术论坛圆满完成各项

活动。来自 25个学院及两所兄弟高校的中外研究生 700余人参加了六个分论坛

的交流。

经组委会综合考核，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法学院、

药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 10个单位荣获“优秀组织奖”。经学院推荐、现场评

选，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李川等 28名同学获得“最佳口头报告奖”； 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薛嗣康等 75名同学获得“优秀论文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夏云

飞等 88名同学获得“最佳墙报奖”。艺术学院张婷同学在中外研究生论坛会标

征集活动中设计新颖，被评为“最佳设计奖”，艺术学院朱晓茜等 5名同学获“优

秀设计奖”。现对以上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戒骄戒躁，再创佳绩。希望广大研究生以先进为榜样，

勤奋学习，积极参加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共同推进江苏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提升。

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海外教育学院 团委

2017年 12月 22日



获奖名单

一、优秀组织奖（排名不分先后）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管理学院、财经学院、法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

二、最佳口头报告奖（排名不分先后）

分论坛 报告人 所在单位

工程论坛Ⅰ

李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Ricardo Antonio Wu Chen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P.J.Asilevi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欣 化学化工学院

崔锡锡 扬州大学

工程论坛Ⅱ

Oppong Paul Kwabena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于笑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Ernest Bonnah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Shoaib Ahmed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论坛Ⅲ

樊润林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徐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朱昕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Daniel Adu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窦超然 扬州大学

财经管理类论坛

Kofi Baah Boamah 管理学院

尹俣潇 管理学院

Nyarko Felix Kwame 财经学院

Muhammad Imran 财经学院

生物医药类论坛

姜袁越 医学院

杨翠云 药学院

谢育娇 药学院

韦秋雨 药学院



文化交流类论坛

史叶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缪艺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卜元 法学院

解佳莹 艺术学院

易诗淇 扬州大学

袁也 江苏科技大学

三、优秀论文奖（排名不分先后）

分论坛 作者 所在单位

工程论坛Ⅰ

薛嗣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清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Ricardo Antonio Wu Chen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Md.Mehedi Hassan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P.J.Asilevi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刘灿灿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宜坚坚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李欣 化学化工学院

Haroon Ur Rasheed 化学化工学院

朱瑶 化学化工学院

何艳芳 化学化工学院

崔锡锡 扬州大学

工程论坛Ⅱ

Oppong Paul Kwabena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于笑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郑诗玥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杨继明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武继奇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蒋敏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许国朋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Ernest Bonnah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徐芹宝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郝慧芳 理学院

Abdullah 理学院

Shoaib Ahmed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论坛Ⅲ

李鑫鼎 机械工程学院

刘晨 机械工程学院

Julius Caesar Puoza 机械工程学院

王浩祥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樊润林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徐琪凌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徐波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朱昕宇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陈鸿渤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曹斌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张若梅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Daniel Adu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窦超然 扬州大学

财经管理类论坛

Kofi Baah Boamah 管理学院

尹俣潇 管理学院

Oswin Aganda 管理学院

朱新朗 管理学院

杨花 管理学院

李慧 管理学院

姜平静 管理学院

王琦玮 管理学院

Nyarko Felix Kwame 财经学院

Muhammad Imran 财经学院

赵鑫磊 财经学院

王雨婷 财经学院

生物医药类论坛 姜袁越 医学院



连欣悦 医学院

贡小辉 药学院

杨翠云 药学院

杜夏 药学院

郭敏 药学院

韦秋雨 药学院

谢育娇 药学院

丁佳俊 生命科学研究院

夏妮 生命科学研究院

闫丹丹 生命科学研究院

戴舒雅 生命科学研究院

文化交流类论坛

史叶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缪艺 马克思主义学院

苏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

Hammi Abir 法学院

Iqra Hakeem 法学院

Ouo ouo 法学院

崔佳佳 法学院

张卜元 法学院

戎甜 外国语学院

Francis Owusu Brobbey 艺术学院

解佳莹 艺术学院

易诗淇 扬州大学

袁也 江苏科技大学

四、最佳墙报奖（排名不分先后）

分论坛 展示人 所在单位

工程论坛Ⅰ

夏云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赵立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等等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祥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范晓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Kwaw Emmanuel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徐雪超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晓艳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冯阳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高海文 化学化工学院

周赛赛 化学化工学院

张文驰 化学化工学院

葛兰 化学化工学院

周琪 化学化工学院

朱兴旺 化学化工学院

工程论坛Ⅱ

罗莉君 农业装备工程学院

杨培锁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孙玉华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姚甜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许颖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成瑀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万爱兰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杨毅成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华蕾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韩涉 理学院

钱文杰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工程论坛Ⅲ

Emmanuel 机械工程学院

蒋志刚 机械工程学院

段永胜 机械工程学院

洪红 机械工程学院

张福建 机械工程学院

张潇尹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刘昌宁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武志伟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崔应欣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赵晓聪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罗丁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曹涛涛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杨艺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黄英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孟凯旋 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李冲 扬州大学

财经管理类论坛

苏佳璐 管理学院

于泽聪 管理学院

李凌霄 管理学院

戴冬烨 管理学院

严媛 管理学院

杨永旭 管理学院

杨鹏 管理学院

吕晓斐 管理学院

辛依林 管理学院

林汉连 财经学院

高圆圆 财经学院

马庆 财经学院

徐宵宵 财经学院

杨孟卓 财经学院

张佳峰 财经学院

生物医药类论坛

吴佩佩 医学院

Nitin 医学院

杨秋璇 药学院

许雯 药学院

成胜荣 药学院

赵力 药学院

徐梦秋 药学院



朱怡豪 药学院

张雅楠 药学院

张杰 药学院

洪庆 药学院

李林林 生命科学研究院

王安林 生命科学研究院

王念念 生命科学研究院

王延伟 生命科学研究院

文化交流类论坛

石伟伟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露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晓双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宝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陆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朱叶琴 马克思主义学院

蔡小娜 法学院

刘晴阳 法学院

杨文君 法学院

魏芊芊 法学院

潘思晔 外国语学院

张悦 外国语学院

倪子恒 艺术学院

邹倩 艺术学院

唐娟 教师教育学院

姚海波 扬州大学

五、中外研究生论坛会标征集活动最佳设计奖

张婷

六、中外研究生论坛会标征集活动优秀设计奖（排名不分先后）

朱晓茜 翟丽娟 谢婧靖 闻宇 陶照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