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0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单

公示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国矿业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现将 2020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单

公示如下： 

 

博士研究生奖学金：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序号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奖学金等级 备注 

1   卢颉 中国语言文学 一等奖学金 支教团 

2   牟晓博   中国语言文学 一等奖学金 推免 

3 10290******1618 姜秋岑 中国语言文学 一等奖学金   

4 10290******6261 谭昕 中国语言文学 一等奖学金   

5 10290******6260 邵兰婷 中国语言文学 一等奖学金   

6 10290******5293 王馨悦 中国语言文学 一等奖学金   

7 10290******9674 胡嘉鹏 中国语言文学 一等奖学金   

8   刘青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支教团 

9 10290******6259 庞冰寒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0 10290******5294 谢维依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1 10290******9278 张文君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2 10290******8434 钱慧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3 10290******0548 何侦琴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4 10290******0404 刘丹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5 10290******9810 都增英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6 10290******5292 王菲羽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7 10290******0056 王富雪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8 10290******5296 张琰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19 10290******9771 刘心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序号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奖学金等级 备注 

1 10290******0019 张睿 行政管理 一等奖学金  

2 10290******0002 李静  教育经济与管理  一等奖学金  

3 10290******0005 熊亚超 行政管理 二等奖学金  

4 10290******0008 刘玮 行政管理 二等奖学金  

5 10290******0006 左晶晶  教育经济与管理  二等奖学金  

6 10290******0020 张硕  教育经济与管理  二等奖学金  

7 10290******0009 鲁瑞丽  教育经济与管理  二等奖学金  



20 10290******2192 王沁怡 中国语言文学 二等奖学金   

21 10290******0977 张萌 中国语言文学 三等奖学金   

22 10290******1617 何一帆 中国语言文学 三等奖学金   

23 10290******6262 王鑫 中国语言文学 三等奖学金   

24 10290******1248 於婉琼 中国语言文学 三等奖学金   

25 10290******1049 李佳 中国语言文学 三等奖学金   

26 10290******1028 褚慕涵 中国语言文学 三等奖学金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序号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奖学金等级 备注 

1   孙林林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推免 

2   宫燕燕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推免 

3   陈妍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推免 

4   董洁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辅导员专项 

5 10290******9672 王怡文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6 10290******0332 张亚琼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7 10290******9268 宋雪雪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8 10290******1850 渠睿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9 10290******9264 韩茹杰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0 10290******9271 王伟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1 10290******7784 董璇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2 10290******5212 唐巧玉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3 10290******8858 李钰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4 10290******5199 孟敬尧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5 10290******8814 张丽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6 10290******9959 李秀 公共管理 一等奖学金   

17   张晶晶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推免 

18   于童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推免 

19   程彩云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推免 

20   何 军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辅导员专项 

21   姚昊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辅导员专项 

22   李双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辅导员专项 

23 10290******5238 于亚囡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24 10290******5248 张艺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25 10290******9034 刘窑青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26 10290******0182 刘婉玉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27 10290******6668 丁杰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28 10290******8244 陈攀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29 10290******7164 王传高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法律(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序号 学号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奖学金等级 备注 

1 TS20150047P31 杨佳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2 TS20150036P31 李瑾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3 TS20150037P31 刘可颖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4 TS20150043P31 唐颖琳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5 TS20150032P31 韩笑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6 TS20150038P31 陆茗露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7 TS20150044P31 吴懿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8 TS20150031P31 高升华 法律(法学) 一等奖学金  

9 TS20150042P31 宋锟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0 TS20150035P31 孔德馨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1 TS20150039P31 皮佳昕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2 TS20150030P31 付海英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3 TS20150040P31 曲静琳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4 TS20150045P31 谢思琴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30 10290******0942 王亚慧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1 10290******6253 黄艺雪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2 10290******5182 高子惠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3 10290******9890 周琳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4 10290******0617 荣颜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5 10290******5203 渠晨曦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6 10290******1823 贾伟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7 10290******9270 王思维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8 10290******1458 孟海清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39 10290******8813 吴玉群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40 10290******9995 韩菲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41 10290******5186 黄磊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42 10290******0872 刘瑶 公共管理 二等奖学金   

43 10290******5226 夏咸好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44 10290******7588 张菁菁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45 10290******1769 周燕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46 10290******5219 王文婷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47 10290******1027 陆莉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48 10290******0726 宋露燕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49 10290******1564 陈语馨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50 10290******1960 杨浩卿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51 10290******9265 姜自莹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52 10290******7369 李锦秀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53 10290******1910 陆佳敏 公共管理 三等奖学金 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15 TS20150034P31 黄祖新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6 TS20150041P31 师艺珊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7 TS20150051P31 赵俊豪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8 TS20150052P31 周亮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19 TS20150046P31 严继尧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20 TS20150049P31 张文静 法律(法学) 二等奖学金  

21 TS20150033P31 郝雨珠 法律(法学) 三等奖学金  

22 TS20150029P31 程小婉 法律(法学) 三等奖学金  

23 TS20150028P31 陈巧巧 法律(法学) 三等奖学金  

24 TS20150050P31 张烨 法律(法学) 三等奖学金  

25 TS20150048P31 张东平 法律(法学) 三等奖学金  

 

法律(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序号 学号 姓名 录取专业名称 奖学金等级 备注 

1 TS20150017P31 孙楚颜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2 TS20150009P31 梁豪杰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3 TS20150015P31 牛艺涵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4 TS20150027P31 朱海榕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5 TS20150018P31 孙露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6 TS20150004P31 高超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7 TS20150020P31 王雪莉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8 TS20150006P31 李奔 法律(非法学) 一等奖学金  

9 TS20150002P31 董杭炜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0 TS20150011P31 刘青源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1 TS20150016P31 秦诗雨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2 TS20150010P31 刘娟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3 TS20150024P31 姚静轩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4 TS20150023P31 杨双瑜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5 TS20150001P31 戴多多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6 TS20150013P31 刘昕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7 TS20150012P31 刘帅奇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8 TS20150021P31 谢辉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19 TS20150026P31 张乐乐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20 TS20150003P31 段思涵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21 TS20150008P31 郦峰 法律(非法学) 二等奖学金  

22 TS20150022P31 杨秋景 法律(非法学) 三等奖学金  

23 TS20150019P31 王丹阳 法律(非法学) 三等奖学金  

24 TS20150007P31 李浩然 法律(非法学) 三等奖学金  

25 TS20150025P31 殷宪海 法律(非法学) 三等奖学金  

26 TS20150005P31 胡月 法律(非法学) 三等奖学金  

 

 



公示期为 8月 10日-15 日，如有疑问请于 8月 15日 15：00之前反馈至研究生工作办

公室，联系电话：0516-83591458  邮箱：jianxiaozb@126.com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0年 8 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