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机学院2019——2020学年三奖评定结果公示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2019——2020学年三奖评定工作已完成。经评审小组评定，现将评审结果公布如下：
    国家奖学金2名
    上海市奖学金3名
    国家励志奖学金82名
    明细见下表。
    

序号 奖项 专业 姓名 学号 序号 奖项 专业 姓名 学号

1 国家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王化宁 20170148 45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司马旺 20170296

2 国家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菁英班） 杜鹏 20180161 46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许珍华 20170301

3 上海市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李明 20180142 47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张兰梅 20170306

4 上海市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樊宇航 20180214 48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马泽 20170320

5 上海市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菁英班） 韩佳洁 20180184 49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倪行睿 20170321

6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张紫奕 20170029 50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俞秀娟 20170333

7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黄思佳 20170037 51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赵志超 20170337

8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刘子叶 20170041 52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印洁 20172194

9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许智 20170053 53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王梦凡 20180003

10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李苏 20170072 54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王馨 20180005

11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李昭君 20170073 55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李志强 20180015

12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毛昱 20170078 56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魏洁 20180031

13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魏伟 20170083 57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王欣怡 20180034

14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徐宏强 20170088 58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李俊 20180042

15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赵真 20170096 59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菁英班） 赵睿智 20180052

16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陈琳子 20170099 60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刘荣东 20180070

17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贾思昌 20170103 61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李永乾 20180073

18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宋悠雅 20170111 62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李敏杰 20180074

19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汪子涵 20170114 63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黄智贤 20180152

20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谢天培 20170118 64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菁英班） 魏国庆 20180155

21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颜一航 20170119 65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菁英班） 齐星越 20180160

22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郑婷 20170125 66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吴海杰 20180164

23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范智豪 20170129 67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何政华 20180194

24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胡华枫 20170134 68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春旭 20180223

25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胡翔宇 20170135 69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李冉 20180224

26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孙宇 20170146 70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杨光华 20180229

27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赵志诚 20170159 71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蔡正达 20180278

28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古康炎 20170164 72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钟昊天 20180303

29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胡军龙 20170167 73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徐帅良 20180307

30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杨俊峰 20170181 74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胡荣基 20182061

31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张仲艳 20170220 75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魏明军 20172192

32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房资凯 20170225 76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张泽宇 20170278

33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郝发 20170227 77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刘超 20180135

34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卓越培养计划) 吴金姬 20170241 78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盛明成 20180089

35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杨利法 20170243 79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谢彤 20180091

36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陈洋 20170252 80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田浩 20180068

37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撖正章 20170254 81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吴淑娴 20190020

38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李建康 20170258 82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田兆熙 20190290

39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李卓贤 20170259 83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菁英班） 李兆杰 20180162

40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崔航 20170286 84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吴冰 20170274

41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方越 20170287 85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周杜若 20170338

42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郜龙威 20170288 86 国家励志奖学金 机械电子工程 刘季松 20170262

43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刘玥 20170290 87 国家励志奖学金 能源与动力工程 石海娜 20190124

44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彭梦琦 20170293

公示期从2020年10月14日至2020年10月21日止。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采用电话、信函或直接来访的形式，向能源与机械工程学
院反馈。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城环路1851号上海电力大学能机大楼A314室
邮件地址：huanhuan0506@163.com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21-61655266

          能源与机械工程学院

2020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