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海大学 2019年度青並単位研究生実践

仇秀成果荻得者"坪逸結果公示

各4El夫 学院 :

根据 《夫千升展 “河海大学 2019年度寺立学位研究生

実践仇秀咸呆荻得者"汗地的追知》(河海研 (2019)17号 )

文件精神,姪今人申扱、学院推存、寺家汗常,似対李尤等

49名 寺立学位研究生辻行表彰,現予以公示。

公示叶同 2019年 5月 9日 -5月 15日 ,女口有昇洪,清子

5月 15日 17:00前 向研 究 生院反 映 ,咲 系 屯活 :

025-83787395,咲 系人:倍晨雪。



河海大学 2019年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优秀成果获得者公示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领域 

1 171601010018  李  尤 水文水资源学院 水利工程 

2 171601010029  徐袈檬 水文水资源学院 水利工程 

3 171601010079  张宇航 水文水资源学院 水利工程 

4 171601010083  朱寒松 水文水资源学院 水利工程 

5 171601010003  陈柏丽 水文水资源学院 水利工程 

6 171601010049  杜明成 水文水资源学院 水利工程 

7 171601010041  程  帅 水文水资源学院 水利工程 

8 171602010085  俞  亮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9 171602010030  陈旭云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10 171602010072 万思豪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11 171602010070 汤盼鑫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12 171602010005 胡淑蘅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13 171602010068 孙一清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14 171602010080 严志刚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15 171602010084 于志远 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 

16 171603010014 魏  敏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17 171603010021 陈传培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18 171603010052 栾绍伦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19 171603010073 叶宁依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20 171603010024 程  玖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21 171603010036 季超群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22 171603010058 沈港佩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23 171604010004 贾瑞明 土木与交通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4 171604010023 高  晗 土木与交通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5 171604010020 陈晓东 土木与交通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6 171604010006 廖  君 土木与交通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7 171604010008 陆  月 土木与交通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8 171604010060 徐佳楠 土木与交通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9 171604020009 丁鹏程 土木与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工程 

30 171605010003 高  琳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31 171605010011 陶  悦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32 171605010017 周玉璇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33 171605010019 韩  飞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34 171606010043 杨塞特 能源与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 

35 171606020020 羊  康 能源与电气学院 控制工程 

36 171606010039 熊月清 能源与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 

37 171618010018 陈  威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8 171618010004 王  珍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9 171618010063 杨  正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40 171618020001 梁嘉宝 机电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工程 

41 171608010015 郭庆放 力学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 

42 171608010034 周文彬 力学与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 

43 171609020006 王琼亚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44 171609020032 孔繁轩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45 171609010002 胡  佳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46 171609010017 郭  剑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47 171611010004 顾  南 理学院 应用统计 

48 171613010025 时孜腾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 

49 171616010031 赵瑞萍 外国语学院 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