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获奖名单 

学校名称 一级学科名称 博士生姓名 

北京大学 数学 贾晨 

北京大学 数学 代立云 

北京大学 数学 王少峰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刘永椿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孙兆茹 

北京大学 物理学 张甲举 

北京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 王册明 

北京大学 化学 杨麦云 

北京大学 化学 侯绍聪 

北京大学 化学 谢然 

北京大学 化学 肖先金 

北京大学 生物学 纪玉锶 

北京大学 生物学 王刚 

北京大学 生物学 施慧 

北京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梁存任 

北京大学 地球物理学 邓凯 

北京大学 心理学 张喜淋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丛治辰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张文 

北京大学 历史学 陈晓伟 

北京大学 历史学 张德明 

北京大学 哲学 杨洪源 

北京大学 哲学 李延军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谢娟 

北京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李灿 

北京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黄芊芊 

北京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张荣庆 

北京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杨雷静 

北京大学 力学 周健 



北京大学 地理学 王戎 

北京大学 地理学 王旭辉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黄昕 

北京大学 生物学 王维斌 

北京大学 生物学 周静怡 

北京大学 生物学 杭栋 

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 韩启飞 

北京大学 临床医学 王丽 

北京大学 临床医学 谢涵 

北京大学 药学 罗宜孝 

北京大学 药学 王渊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 张乾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 魏义方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 李剑锋 

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宋魏巍 

中国人民大学 理论经济学 詹新宇 

中国人民大学 理论经济学 李黎力 

中国人民大学 理论经济学 姚东旻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艾翔 

中国人民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何安华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杨付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 陈雷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毛畅果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 曾毅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学 马龙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 宁静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 赵然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李辉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 陈福中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传播学 张文祥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 陈欣雨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 路向峰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 杜磊 

中国人民大学 理论经济学 盛亦男 

中国人民大学 数学 李肖肖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史 韩祥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 袁焕鑫 

清华大学 水利工程 马宏博 

清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余智勇 

清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范丽丽 

清华大学 光学工程 曾召利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 李津津 

清华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孙欣尧 

清华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刘东 

清华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冯旭宁 

清华大学 电气工程 周天睿 

清华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晓明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娇 

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沈玮 

清华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代季峰 

清华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邓涛 

清华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鞠生宏 

清华大学 力学 马寅佶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张如范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申春 

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文坦 

清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永杰 

清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戴升 

清华大学 数学 蔡钢 

清华大学 物理学 张金松 

清华大学 物理学 刘军伟 

清华大学 物理学 陈鹏程 

清华大学 化学 刘凯 

清华大学 化学 吴宇恩 



清华大学 化学 龙勇 

清华大学 生物学 马丹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瑾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 罗杭 

清华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马特 

清华大学 社会学 喻丰 

清华大学 法学 蒋铃 

清华大学 设计学 刘派 

清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达 

清华大学 生物学 潘孝敬 

清华大学 政治学 杨原 

清华大学 法学 李浩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增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费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金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费成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 孟雪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小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 兰明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许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学 石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 黄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宗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殷建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李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物理学 林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建锋 

北京理工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李克勇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王聪 

北京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 贾甲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牟进超 

北京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武玉伟 



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陈冰昆 

北京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林秋汉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孙言 

北京理工大学 化学 程虎虎 

北京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 张斌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学 牛艳玲 

中国农业大学 生物学 赵艺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廖人宽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付宗强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 赵东杰 

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张清 

中国农业大学 作物学 王振忠 

中国农业大学 园艺学 张娜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资源利用 赵勐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何顺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 刘磊 

中国农业大学 畜牧学 林刚 

中国农业大学 兽医学 蒋文晓 

中国农业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戴家武 

中国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 起晓星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 张永芝 

北京师范大学 理论经济学 陈昊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李西顺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 何倩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卫薇 

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 夏明睿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林玮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刘全志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 陈安民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 张文涛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 杨四辈 

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 钱超 



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 何敬 

北京师范大学 天文学 曹硕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 任华忠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 王成芳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学 夏灿玮 

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学 孙栋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代云容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李发鹏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 孟庆辉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朱国祥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学 赵旭峰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王凯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 欧阳常青 

南开大学 化学 徐彬 

南开大学 化学 唐青 

南开大学 化学 张志君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李维尊 

南开大学 理论经济学 毛其淋 

南开大学 应用经济学 刘斌 

南开大学 历史学 杨豪 

南开大学 政治学 张翔 

南开大学 生物学 王怀民 

南开大学 生物学 边鑫 

南开大学 工商管理 谭有超 

南开大学 数学 王兴春 

南开大学 统计学 冯龙 

南开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李贞玉 

南开大学 物理学 娄凯 

南开大学 物理学 王槿 

南开大学 光学工程 范飞 

南开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孙宁 

南开大学 哲学 刘晋祎 



南开大学 临床医学 苏龙翔 

天津大学 化学 竺传乐 

天津大学 化学 许友 

天津大学 力学 杨绍琼 

天津大学 机械工程 田文杰 

天津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高慧敏 

天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罗文 

天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康艳茹 

天津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童来会 

天津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于敦吉 

天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朱雷 

天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勇 

天津大学 土木工程 秦颖 

天津大学 水利工程 王高辉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李诗纯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李奕帆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马倩 

天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林道舒 

天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易茜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武晓莉 

天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冯琳 

大连理工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赵清春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宋金龙 

大连理工大学 物理学 刘立钊 

大连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周豪 

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 张卫 

大连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任健康 

大连理工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徐琴琴 

大连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白芳 

大连理工大学 化学 张胜 

大连理工大学 力学 樊俊铃 

东北大学 化学 陈帅 



东北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宁兆龙 

东北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慧敏 

东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胡军 

东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蔡志辉 

东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曹宇 

东北大学 冶金工程 刘中秋 

东北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王坤 

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 宋克臣 

东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伟伟 

吉林大学 哲学 陈飞 

吉林大学 法学 张超汉 

吉林大学 工商管理 单标安 

吉林大学 应用经济学 赵宣凯 

吉林大学 数学 赵晓朋 

吉林大学 物理学 姜立伟 

吉林大学 化学 王传洗 

吉林大学 化学 刘轶 

吉林大学 化学 朱守俊 

吉林大学 物理学 李守瑞 

吉林大学 基础医学 魏成国 

吉林大学 临床医学 苗晓 

吉林大学 兽医学 顾敬敏 

吉林大学 机械工程 黄虎 

吉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郑佳红 

吉林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王秀刚 

吉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徐彬彬 

吉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袁巍 

吉林大学 地质学 王枫 

吉林大学 地球物理学 马国庆 

哈尔滨工业大学 物理学 田彦婷 

哈尔滨工业大学 物理学 徐伟 

哈尔滨工业大学 力学 国峰楠 



哈尔滨工业大学 力学 孙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耿雪松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振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吕云卓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陈海燕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彭庆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 张鲁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苑振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苏晓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孙鑫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朱旗 

哈尔滨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白久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刘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张慧超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于耀光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祝青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陈硕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张磊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赵磊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梁斌 

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伟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倪春军 

复旦大学 历史学 陈玮 

复旦大学 哲学 李主斌 

复旦大学 政治学 强舸 

复旦大学 公共管理 贺小林 

复旦大学 理论经济学 高琳 

复旦大学 数学 郭垚 

复旦大学 物理学 郭聪 

复旦大学 化学 孔彪 

复旦大学 化学 张卡卡 

复旦大学 化学 仰志斌 



复旦大学 生物学 王传超 

复旦大学 生物学 杨辉 

复旦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唐长兵 

复旦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鲁海生 

复旦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琪 

复旦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岩 

复旦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陆晓慧 

复旦大学 临床医学 杜昕 

复旦大学 临床医学 刘卫仁 

复旦大学 临床医学 戚鹏 

复旦大学 药学 李剑峰 

复旦大学 临床医学 李俊 

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吴琳琳 

复旦大学 临床医学 李美燕 

同济大学 化学 王欢文 

同济大学 数学 陈浩 

同济大学 物理学 刘文兴 

同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李响 

同济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王慧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 陈海兵 

同济大学 建筑学 周伊利 

同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彭登峰 

同济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王志鹏 

同济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金雁敏 

同济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房玉江 

同济大学 临床医学 李海玲 

同济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贵萍 

同济大学 法学 赵歆 

同济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王婷 

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 赵文华 

上海交通大学 力学 李寅峰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何凤兰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瞿叶高 

上海交通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杨晓光 

上海交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晓钢 

上海交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王睿 

上海交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傅洛伊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窦晓秋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郭兴梅 

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周雪皎 

上海交通大学 物理学 王美晓 

上海交通大学 物理学 任怀瑾 

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学 黄俊 

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 董瑞蛟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玉东 

上海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 杨志军 

上海交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谷麟 

上海交通大学 药学 王汝冰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 杨显滨 

上海交通大学 生物学 黄志敏 

上海交通大学 基础医学 林锦骠 

上海交通大学 临床医学 李勉 

上海交通大学 临床医学 王吉林 

上海交通大学 临床医学 张增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 汪明帅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 陈思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 詹艺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学 马德浩 

华东师范大学 物理学 刘心娟 

华东师范大学 物理学 李昊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 刘运林 

华东师范大学 生态学 沈斌 

华东师范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张金中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 戴建兵 



南京大学 哲学 代建鹏 

南京大学 工商管理 王国俊 

南京大学 应用经济学 李伟军 

南京大学 法学 雷俊生 

南京大学 政治学 倪春纳 

南京大学 社会学 吴新慧 

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王学军 

南京大学 历史学 魏晓锴 

南京大学 教育学 钱小龙 

南京大学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宗乾进 

南京大学 数学 王林 

南京大学 物理学 陈伟 

南京大学 物理学 李林 

南京大学 物理学 顾铭强 

南京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薛俊俊 

南京大学 物理学 孙宏祥 

南京大学 化学 陈小雨 

南京大学 化学 谢劲 

南京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苏冠勇 

南京大学 天文学 柳若愚 

南京大学 大气科学 诸葛小勇 

南京大学 地质学 杨水源 

南京大学 生物学 黄振 

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怡玲 

南京大学 临床医学 戚荣丰 

东南大学 城乡规划学 史北祥 

东南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王晓佳 

东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喆 

东南大学 土木工程 宋良龙 

东南大学 物理学 马亮 

东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朱斌 

东南大学 电气工程 臧海祥 



东南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赵金宝 

东南大学 生物学 胡雯 

东南大学 临床医学 彭新桂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王荣斌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吴志岩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 段忠贤 

浙江大学 数学 胡思煌 

浙江大学 物理学 孙云蕾 

浙江大学 化学 许林茹 

浙江大学 机械工程 白小龙 

浙江大学 机械工程 王林涛 

浙江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文伟 

浙江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金台 

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 翁华 

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 徐海亮 

浙江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吴晶军 

浙江大学 力学 李倩倩 

浙江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胡挺 

浙江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池清华 

浙江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章逸丰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树森 

浙江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斌 

浙江大学 生物学 朱律韵 

浙江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陈再明 

浙江大学 植物保护 刘贺 

浙江大学 基础医学 张薇 

浙江大学 临床医学 傅鹰 

浙江大学 药学 陶蓉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 蔡宏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 周宗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 芮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 贺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 徐来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陈洁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陈武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化学 闫溢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卫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陈登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力学 廖国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陶永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地球物理学 高新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地球物理学 冼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地球物理学 朱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物学 夏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物学 李亚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祝恒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孙加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曹雄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 张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核科学与技术 汪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 黄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物理学 刘愉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全科学与工程 范传刚 

厦门大学 化学 曹烁晖 

厦门大学 化学 徐桂良 

厦门大学 化学 吴选俊 

厦门大学 化学 郭文熹 

厦门大学 化学 彭军波 

厦门大学 生物学 陈艳 

厦门大学 生物学 李汉杰 

厦门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杜川军 

厦门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梁彦韬 

厦门大学 数学 吴国春 

厦门大学 应用经济学 苏佳 



厦门大学 理论经济学 付才辉 

厦门大学 应用经济学 蔡昌达 

厦门大学 应用经济学 张文城 

厦门大学 中国史 刘婷玉 

山东大学 应用经济学 王营 

山东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崔春 

山东大学 历史学 刘涛 

山东大学 数学 宗高峰 

山东大学 物理学 马衍东 

山东大学 化学 代鹏程 

山东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许醒 

山东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徐菲 

山东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俊杰 

山东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史志成 

山东大学 机械工程 崔晓斌 

山东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李海涛 

山东大学 基础医学 张猛 

山东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周云平 

山东大学 药学 刘春喜 

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学 冯超 

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学 母伟杰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 王涛 

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学 张伟 

中国海洋大学 生物学 张晓娜 

武汉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何超 

武汉大学 应用经济学 祁毓 

武汉大学 法学 袁康 

武汉大学 法学 郭少青 

武汉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徐旭 

武汉大学 公共管理 殷宝明 

武汉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豫鹏 

武汉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龙浩 



武汉大学 化学 张翠玲 

武汉大学 化学 武文博 

武汉大学 化学 秦四勇 

武汉大学 生物学 陈浩 

武汉大学 口腔医学 撒悦 

武汉大学 水利工程 蒋水华 

武汉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念 

武汉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黄志 

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聂勇伟 

武汉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熊小东 

武汉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黄旭 

武汉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张云菲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传播学 张恒山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 陈锋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 汪艳霞 

华中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 靳小翠 

华中科技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刘海 

华中科技大学 数学 王金霞 

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段东圣 

华中科技大学 光学工程 雷蕾 

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 布宁斌 

华中科技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刘欢 

华中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伽龙 

华中科技大学 化学 罗亚莉 

华中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 冯晓楠 

华中科技大学 力学 刘大彪 

华中科技大学 中西医结合 赵寅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邹丽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 向小曦 

华中科技大学 药学 程彪 

华中科技大学 生物学 王程 

华中科技大学 临床医学 刘磊 



湖南大学 应用经济学 邓玉萍 

湖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雄 

湖南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纲金 

湖南大学 力学 冯慧 

湖南大学 机械工程 付建勤 

湖南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康旭东 

湖南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陈安伟 

湖南大学 物理学 许金友 

湖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瞿佰华 

湖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陈月皎 

中南大学 物理学 易早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阳海棠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孙翱魁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梁霄鹏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张理源 

中南大学 冶金工程 吴飞翔 

中南大学 机械工程 蒋日鹏 

中南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王中钢 

中南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邓江明 

中南大学 力学 武井祥 

中南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 邓东平 

中南大学 矿业工程 周健 

中南大学 土木工程 张科 

中南大学 矿业工程 彭康 

中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张毅 

中南大学 生物学 许晓娟 

中南大学 基础医学 赵璐晴 

中南大学 基础医学 陈攀 

中南大学 护理学 叶曼 

中南大学 临床医学 廖洁月 

中山大学 公共管理 温明月 

中山大学 中国史 辜梦子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张倩 

中山大学 应用经济学 陈中飞 

中山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周少锐 

中山大学 生物学 刘徐兵 

中山大学 物理学 胡伟 

中山大学 光学工程 辛洪宝 

中山大学 化学 暴欣 

中山大学 化学 刘亦武 

中山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孔令军 

中山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郭东生 

中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苏卓 

中山大学 生物学 赵强 

中山大学 药学 吴思涵 

中山大学 口腔医学 吴桐 

中山大学 口腔医学 刘中华 

中山大学 临床医学 郭小燕 

中山大学 临床医学 杨雪娇 

中山大学 临床医学 王德深 

华南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 关伟盛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唐征海 

华南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 赖志燚 

华南理工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林峰 

华南理工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余天佑 

华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全宇晖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魏嫣莹 

华南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姬小趁 

华南理工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刘华敏 

华南理工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刘勇军 

四川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曾自强 

四川大学 哲学 杨子路 

四川大学 历史学 马英杰 

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晏青 



四川大学 新闻传播学 高宪春 

四川大学 物理学 陈军全 

四川大学 数学 卢明 

四川大学 生物学 陶向 

四川大学 物理学 郭静华 

四川大学 化学 蔡云飞 

四川大学 轻工技术与工程 曾维才 

四川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刘壮 

四川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施奇武 

四川大学 光学工程 杜永兆 

四川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马猛 

四川大学 口腔医学 伍颖颖 

四川大学 生物学 袁克非 

四川大学 药学 杨洋 

四川大学 基础医学 张奎 

四川大学 临床医学 刘非 

重庆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华青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 黄磊 

重庆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 何辉超 

重庆大学 物理学 张虎林 

重庆大学 数学 周寿明 

重庆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李林昊 

重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柴林江 

重庆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张磊 

重庆大学 应用经济学 陶勇 

重庆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秦华锋 

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黄勇军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朱全江 

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唐海龙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吉彦达 

电子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 刘风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盛俊杰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 李祥明 

西安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梓源 

西安交通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宋渤 

西安交通大学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王长安 

西安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 杨爱军 

西安交通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尹行天 

西安交通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沈超 

西安交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骞雅楠 

西安交通大学 力学 龙建民 

西安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涛 

西安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韦玉 

西安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王治国 

西安交通大学 工商管理 黄缘缘 

西安交通大学 哲学 唐学亮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永香 

西安交通大学 生物学 罗成 

西安交通大学 生物学 杨文婷 

西安交通大学 临床医学 朱茜茜 

西安交通大学 临床医学 韩亮 

西安交通大学 临床医学 曲凯 

西安交通大学 基础医学 董艳迎 

西安交通大学 数学 林绍波 

西安交通大学 数学 郗平 

西安交通大学 数学 贾纪腾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魏鹏飞 

西北工业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李璐祎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褚衍辉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马雄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海超 

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梁韵基 

西北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周珍 

西北工业大学 数学 李斌龙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吴宏景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陈瑞卿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学 孙加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学 邓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生物学 徐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工程 操信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 王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 王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 孟江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保护 成玉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兽医学 吴勇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林经济管理 王昕 

兰州大学 地质学 曹泊 

兰州大学 中国史 丛振 

兰州大学 物理学 刘作业 

兰州大学 生物学 孙旺盛 

兰州大学 生物学 王媛 

兰州大学 公共管理 王学军 

兰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吴巍炜 

兰州大学 应用经济学 咸春林 

兰州大学 物理学 杨科 

兰州大学 物理学 张俊丽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 唐忠宝 

中共中央党校 政治学 胡荣荣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 贺方彬 

中共中央党校 政治学 王雪竹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 杨发庭 

中国科学院大学 物理学 刘宇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化学 武庆锋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刘灰礼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王旭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物学 胡浩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生物学 王松 

中国科学院大学 心理学 张柳燕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高安然 

中国科学院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孙征宇 

中国科学院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张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中国语言文学 李小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应用经济学 张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理论经济学 刘昌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理论经济学 杨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理论经济学 陆万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中国语言文学 惠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理论经济学 刘宏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肖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应用经济学 宋瑞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

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刘西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

学 军队指挥学 饶德虎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

学 

军事后勤学与军事装备

学 陈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 军队指挥学 于祥森 



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

学 

军事后勤学与军事装备

学 包学兵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张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孙良奎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杨跃能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控制科学与工程 曾令李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杨俊刚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马胜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秦军瑞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光学工程 陈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 程国新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光学工程 江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