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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煊 女 1998.08 天津静海 2019.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文学院中国现当代

文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专业排
名3/13（23%）

本科阶段：
19.10—20.06南开大学公能朋

辈导师         
研究生阶段：      

20.09—今南开大学文学院

2020级硕士生党支部书记          
21.07—22.07南开大学文学院
研究生会主席 20.09—21.12

南开大学公能朋辈导师

本科阶段：
17年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

19年南开大学社会公益奖学金

研究生阶段：
20年南开大学新生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公能一等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专项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公能三等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专项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21年南开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21年南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2 刘殊利 女 1998.01 云南昆明 2020.06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中国史专

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5/46（10.9%）

本科阶段：
18.09—19.01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兼职辅导员
18.09—19.06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团委学生副书记兼网络宣传

工作室总编辑
研究生阶段：

20.09—21.06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研究生会执行主席

20.09—21.06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兼职辅导员

21.09—22.06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研究生会主席
20.09—22.06南开大学史于南

开宣讲团团长
21.09—22.06南开大学学生立

公研究会会长

20.09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20级中国史硕士班班长

本科阶段：

18年天津市优秀学生干部
19年南开大学学生服务奖学金
19年南开大学十佳宣传部长
17年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

研究生阶段：

21年天津市优秀学生干部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公能奖学金二等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党员实践应用先锋

22年南开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入围纪念奖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公能奖学金二等

3 罗睿骁 女 1998.04 四川自贡 2022.06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中国史专

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6/46（56.5%）

本科阶段：
16.09-17.06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团委办公部干事
研究生阶段：

20.09-21.06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研究生会文体部干事
20.09-至今 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2020级硕士生历史学团支部

书记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2021-2022学年度研究生优秀

学生

4 何璇 女 1997.09 江西九江 2022.05 硕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日语语

言文学专业
4/11（36.3%）

本科阶段：
17.06—18.06南开大学外国语
学院团委宣传部采编中心副主

任
18.06—19.06南开大学外国语

学院团委宣传部副部长
研究生阶段：

21.06—22.06南开大学外国语

学院职业发展与生涯规划中心
主席

21.04—21.07南开大学学生创
新创业指导中心研究生部协调

层

21.08—22.06南开大学学生创
新创业指导中心研究生部主席

本科阶段：
18年南开大学共青团百优宣传干事       

19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宣传部长

研究生阶段：
20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新生奖学金三等

20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职业发展与生涯规
划中心“先进个人”称号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第三届“校长杯”创新创业大

赛创业赛高教主赛道优秀奖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抗疫青年先锋”         
21年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高教主赛道铜奖

5 武冬梅 女 1998.10 山东临沂 2022.09 研究生硕士 南开大学
法学院法律（非法

学）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4/50（8%）

本科阶段：
16.09—17.06山东大学（威

海）海洋学院学生会生活权益
部干事

17.06—18.06山东大学（威

海）海洋学院学生会生活权益
部副部长

研究生阶段：
20.09—21.06南开大学法学院
研究生会网络宣传部干事

本科阶段：
17年山东大学（威海）国家励志奖学金

17年山东大学（威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18年山东大学（威海）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20年山东大学（威海）第十三届本科生科研

训练计划项目三等奖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一等奖
21年南开大学法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6 刘利坤 男 1999.09 山东潍坊 2019.12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法学院经济法学专

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8/42(66.7%)

本科阶段：

18.06—19.06 南开大学法学
院学生会办公部部长

研究生阶段：
21.09—至今 南开大学法学院
法学硕士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

本科阶段：
18年南开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优秀干事
19年南开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优秀部长

19年南开大学学生服务奖学金
19年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志愿者特别贡献奖
20年南开大学法学院江平击水奖学金

20年南开大学学业进步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法学院赢火虫奖学金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2021-2022学年度研究生优秀

学生

7 杜亮想 女 1998.06 山西运城 2019.04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法学院法律（法

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7/45(15.6%)

研究生阶段：
21.09-22.10南开大学法学院
21级法硕（法学）第一党支部

组织委员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校二等公能奖学金

8 尚俊 男 1998.04 山西浑源 2019.06 研究生硕士 南开大学
法学院法律（法

学）
6/46（13%）

"本科阶段： 16.09—20.06湖
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一班副
团支书 18.06—19.06湖南师
范大学法学院团委组织部部长 

研究生阶段： 21.09—22.10
南开大学法学院21级法硕（法
学）第一党支部纪检委员"

"本科阶段： 17年湖南师范大学三等综合奖
学金（校级）18年湖南师范大学三等综合奖
学金（校级）19年湖南师范大学二等综合奖
学金，湖南师范大学三好学生（校级）18年
湖南师范大学院百优共青团干部（校级）19

年湖南师范大学百优共青团员（校级）20年
湖南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校级）20年湖南
省优秀毕业生（省级） 研究生阶段： 21年
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校级）22年南开大学

公能二等奖学金（校级）"

9 潘劲舟 男 1998.03
江苏
常州

2021.06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
院政治学系政治学

理论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12/17（70.6%）

本科阶段：
17.09—20.06大连海事大学公
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政治学

与行政学班班长

研究生阶段：
20.09—22.06 南开大学周恩
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

业团支部组织委员
20.09—21.06 南开大学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会
宣传部副部长21.09—至今 南
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团

委办公室助管

本科阶段：
17学年大连海事大学三好学生、17年度大连

海事大学优秀团员、18学年大连海事大学优
秀学生干部、19学年大连海事大学三好学生

、20年大连海事大学院优秀毕业生
研究生阶段：

21年新生奖学金、21年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共青团员



10 孙相达 男 2001.04 山东青岛 2021.06
大学本科学

士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院政治学
与行政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0/51（39%）

本科阶段：19.09—今班级文
体委员；21.09—22.09《南开
大学报》学生记者团秘书长 

；22.03—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
府管理学院兼职辅导员

本科阶段：19年南开大学军训优秀学生 ；
20年南开大学优秀学生记者；22年南开大学
理论之星十强；22年南开大学抗疫青年先锋 

11 万博龙 男 2000.03 河南邓州 2020.12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商学院企业管理专

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43（4.7%）

本科阶段：
17.09—18.08郑州大学商学院

副班长
18.09—21.06郑州大学商学院

副年级长
研究生阶段：

21.9—22.10南开大学商学院

班级团支书

本科阶段：
21年河南省优秀毕业生

21年郑州大学优秀本科生共产党员
20年郑州大学优秀团员
20年郑州大学三好学生

20年郑州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20年郑州大学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推免生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共产党员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公能一等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12 周唯一 女 1999.07 河南焦作 2019.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商学院企业管理系
企业管理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8/43（18.6%）

本科阶段：
17.09—21.06武汉理工大学管

理学院班长
研究生阶段：

21.09—22.09南开大学商学院
管理硕士第二党支部书记

本科阶段：
18年武汉理工大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19年武汉理工大学校三好学生

18年、19年、20年武汉理工大学三等奖学金
18年、19年、20年武汉理工大学优秀共青团

员
21年武汉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生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推免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共产党员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13 康佳 女 1998.08 山西应县 2022.06 研究生硕士 南开大学
商学院信息资源管
理系图书情报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3/31（9.6%）

本科阶段：
15.09—19.06天津财经大学经

济学院宣传委员
16.09—17.06天津财经大学候

鸟文学社秘书处部长
16.09—17.06天津财经大学学

生通讯社采访部部长
研究生阶段：

20.09—23.06南开大学商学院

班长
21.10，南开大学商学院研究

生代表

本科阶段：

18年天津财经大学大学优秀文体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校级一等公能
奖学金，校级专项奖学金；22年校级优秀毕

业生；22年校级二等公能奖学金

14 赵芷晗 女 1998.12
江苏
泰州

2020.11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保险系保

险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50/51（98%）

本科阶段：
19.09—21.06南开大学金融学

院团支书
18.06—19.09南开大学团委宣

传部新青年新闻社副社长
研究生阶段：

21.09—22.10南开大学金融学
院团支书

本科阶段：
无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15 杨从智 男 1999.12
河北
邯郸

2022.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金融专业
学习成绩在年级排
名50/164（30.4%）

本科阶段：

研究生阶段：
21.09-22.06南开大学金融学

院研究生会干事
21.09—22.10南开大学金融学
院金融学专硕2021级三班团支

部纪律委员

本科阶段：
21年山东大学优秀毕业生
20年山东大学三好学生

19年山东大学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19年山东大学特长奖学金一等奖  

19年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决赛二等奖
18年华教杯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研本组）

决赛二等奖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16 曹舒杰 男 1998.04 江苏淮安 2021.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有机化学

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1/44（47.7%）

研究生阶段：

20.09-至今 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有机化学2班心理委员

21.02-22.06 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助管

21.09-至今 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有机化学2班团支部宣传委
员

22.09-至今 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有机化学第四党支部书记

本科阶段：
17年湖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三

等奖

17年湖南师范大学学习优秀奖一等奖
17年湖南师范大学大学数学学习优秀奖二等

奖
18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奖学金

16-19年连续三年获湖南师范大学三等综合

奖学金
研究生阶段：

20年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一等奖
21年南开大学新生奖学金三等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学生

22年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一等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助管先进个人

22年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二等凯莱英奖学金

17 罗冠群 女 1998.01 吉林长春 2022.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材料与化

工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5/39（12.8%）

本科阶段：
16.09—20.06天津大学理学院

应用化学二班体育委员
16.09—18.06天津大学理学院

学生会体育部干事
17.09—18.06天津大学北洋英

语协会组织部部长
研究生阶段：

20.09—至今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材料与化工二班班长
20.09—21.06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研究生会宣传部干事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21年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优秀学员    

18 张畅 女 1998.09 山东枣庄 2021.12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化学学院物理化学

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15/26（57.7%）

本科阶段：
2017.09-2018.09任青岛科技
大学化学院心理健康协会秘书

长

研究生阶段：
2021.09-至今任南开大学化学
学院物理化学专业团支部组织

委员

本科阶段：
2017年青岛科技大学优秀志愿者
2018年青岛科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学生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助管先进个人



19 赵凯悦 女 1998.12 河北邯郸 2018.12 研究生硕士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
贸易系国际贸易学

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11/18（ 61.1%）

本科阶段：            
17.09-18.09南开大学新长城

自强社内联部部长；
17.09-18.09南开大学青年志
愿者协会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生阶段：          
21.10-22.11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2020级国经系硕士党支部党
支书;

21.1 -22.10南开大学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组织部干事；

22.04-22.10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公能朋辈导师”（兼职辅
导员）

本科阶段：                           

18年南开大学社会公益奖学金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学生；              
22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微党课大赛“校级十佳

微党课”；                            
22年南开大学立公类奖学金；           

22年党建工作研究会优秀干事；          
21年南开大学新生奖学金三等

20 孟涵 女 1997.10
江苏
宿迁

2019.12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经济院国经所世界

经济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1/31（3.2%）

本科阶段：
17.09-18.09南京农业大学金

融院团委社会实践部副部长
18.06-19.09南京农业大学金
融院团委社会实践部部长

研究生阶段：
20.09-21.09南开大学经济院

研究生会调研联络部副部长                    
20.12-21.09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学生职业发展中心干事

21.03-21.07南开大学本科招
生办公室助理

本科阶段：
17年南京农业大学校三好学生二等奖学金

17年南京农业大学校单科优秀奖

18年南京农业大学校三好学生二等奖学金
18年南京农业大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18年南京农业大学校大学生骨干培训班优秀
学员

18年南京农业大学校单项奖学金单科优秀奖

18年南京农业大学校朋辈辅学计划“优秀老
师”

18年南京农业大学院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18年南京农业大学院中和农信奖学金

19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19年南京农业大学校三好学生一等奖学金
19年南京农业大学校优秀共青团干部

19年第十六届“瑞华杯”江苏省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志愿者

20年南京农业大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

17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江苏
赛区）二等奖

18年全国大学生学术英语词汇竞赛三等奖
18年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华东北赛

区）四等奖

19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研究生阶段：

20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新生奖学金三等
21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学生

21年南开大学校一等公能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百瑞信托奖学金
22年南开大学校一等公能奖学金

21 黄锦宏 男 1999.03 福建福州 2019.11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经研所西
方经济学专业

本科阶段:学习成绩

在班级排
36/94(38.3%)研究
生阶段：学习成绩
在班级排101/203

（49.8%）

本科阶段：
16.09—17.06 南开大学校团

委实践部干事
研究生阶段：

20.09—至今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班长

21.09—至今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党支部组织委员

本科阶段：
（1）2016年南开大学校团委优秀干事

（2）2017年南开大学药学院“最佳组长”              
（3）2018年南开大学学业进步奖学金               

（4）2019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魏埙经济学

知识大赛一等奖
（5）2019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季陶达论文

竞赛二等奖
研究生阶段：

（1）2022年南开大学校级优秀学生                     

（2）2021年南开大学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3）2021年南开大学校级优秀共产党员

（4）2021年南开大学专项奖学金
（5）2020年南开大学新生奖学金

22 塔娜 女 1998.03
内蒙古赤

峰
2018.06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劳动经济

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4/7

本科阶段：
2018.09–2019.09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经济1602班
学习委员；2019.09–2020.0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1602 
团支书；2019.09–2020.0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经
济学专业本科生党支部组织委

员。

研究生阶段：
2020.09–2021.09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台湾人口数量财金硕
士第二联合党支部宣传委员；
2021.10–2022.11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学生职业发展中心组
长；2021.09至今 南开大学经
济学院2020级台湾人口数量财

金硕士联合党支部书记。

本科阶段：                         
2016-201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优秀学生

标兵，获校级一等奖学金；             
2017-201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三好学

生，获校级一等奖学金；             
2018-20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三好学

生，获校级一等奖学金；             

2019年 校级优秀共产党员；               
2020级校级优秀毕业生等。                       

研究生阶段：                         
20南开大学公能二等奖学金；              

21南开大学校级研究生优秀共产党员。

23 赵志浩 男 1997.11 浙江诸暨 2021.12 硕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
贸易系世界经济专

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8/48（58.33%）

研究生阶段：20.09——23.06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经系学习

委员                 

21.10——22.10 南开大学经
济学院研究生会主席

本科阶段：                 18年天津商
业大学校三好学生                         

19年天津商业大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20年天津商业大学优秀毕业生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
院优秀学生干部                        

22年南开大学校三好学生 

24 龚浩澜 男 1999.07 福建三明 2020.11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财政系税

务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11/55（20%）

本科阶段：
19.9-20.9南开大学学生合唱

团团长
研究生阶段：

21.09—23.07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团支书
21.09—22.09南开大学经济院
研究生会调研联络部副部长

本科阶段：
18年南开大学文体奖学金

19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优秀学生
19年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特殊贡献奖

20年南开大学文体奖学金

19年南开大学第28届校园十大歌手冠军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21年南开大学校级公能二等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专项奖学金

25 吴梦琦 女 1999.08 安徽芜湖 2019.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
院应用统计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1/34（2.9%）

本科阶段：
19.09—20.06中南大学数学与
统计学院大学生朋辈心理互助

会副会长
20.06—21.06中南大学数学与
统计学院本科生第三党支部副

书记
研究生阶段：

21.09—今 南开大学统计与数
据科学学院应用统计专硕党支

部书记

本科阶段：
18年中南大学校优秀学生和校一等奖学金
19年中南大学校优秀学生和校一等奖学金

20年中南大学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校优秀
学生、校优秀团员和校一等奖学金

21年中南大学省优秀毕业生和校优秀毕业生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共产党员、校优秀学生

干部和校一等奖学金

26 邢文萍 女 1998.05 山东曲阜 2019.11 硕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药学院生

物与医药
16/33

研究生阶段：
20.09-至今 南开大学药学院
国重班组织委员  21.09—至

今 南开大学药化生国重硕士
生党支部党小组长                         

本科阶段：
17年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优秀学生        
18年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优秀学生                                                                                                                                       

20年青岛科技大学优秀毕业生                                                                                                                                                                                                                                             

研究生阶段：
21年 校级公能二等奖学金    22年 校级公

能二等奖学金



27 戴丽慧 女 1997.12 江苏泰州 2018.12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药学院药物化学 8/39(20.5%)

本科阶段：
16.09-20.06盐城师范学院药

学院 班长
18.09-19.06盐城师范学院药

学院 学生会副主席
研究生阶段：

21.09-22.06  南开大学药学

院研究生会 主席
22.04-至今  南开大学药学院 

班长
20.06-至今  南开大学药学院

党支部 组织委员

1、本科阶段：
荣誉证书：

2017年国家奖学金

20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020年江苏省省级优秀学生干部

2016年盐城师范学院学风建设“先进个人”
称号

2017年盐城师范学院校级“三好学生”称号

2017年盐城师范学院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称号

2017年盐城师范学院校级“优秀团干”称号
2018年盐城师范学院校级“

三好学生”称号

2017年盐城师范学院一等奖学金
2018年盐城师范学院二等奖学金
2019年盐城师范学院一等奖学金

学术成果：
2017年第四届盐城市科技创业大赛三等奖

2017年第五届江苏省科技创业大赛优秀奖
2019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项

证书
2019年江苏省大学生万人计划学术冬令营结

营证书

2019年以第三作者参与发表一篇SCI
2019年以第四作者参与发表一篇SCI

2、研究生阶段：
荣誉证书：

20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二等奖学金

20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0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8 薛亚楠 女 1999.03 山东菏泽 2022.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环境工程专业

本科阶段：学习成
绩在班级排名6/83

（7.2%）

研究生阶段：学习
成绩在班级排名
40/44（90.9%）

研究生阶段：

20.09—23.06南开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院班团支部宣传委员
20.09-21.07南开大学党委研
工部融媒体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联络负责人

21.09—22.07南开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院团委宣传部新媒体
部长(该职务等同于院级研究

生会副主席)

本科阶段：
17年“山东省第三届环境类专业大学生科技

竞赛”二等奖（省级）
17年山东科技大学二等奖学金

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18年山东科技大学“三好学生”称号

18年山东科技大学“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称
号

19年山东科技大学二等奖学金

研究生阶段：
20年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新生大

型素质拓展活动”一等奖
22年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共

青团员”称号

21年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庆祝建
党百年演讲比赛”优秀奖

22年南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29 王艺霏 女 1998.10
内蒙古巴
彦淖尔

2021.06 研究生硕士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环境科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4/37（64.9%）

本科阶段：
18.09—19.09 天津理工大学

绿时代环保协会书记
研究生阶段：

21.09—23.07 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2021级格拉斯哥硕士生

党支部书记

本科阶段：
18年天津理工大学新生奖学金一等奖

18年天津理工大学人民奖学金二等奖，校级

三好学生
19年天津理工大学人民奖学金二等奖，校级

三好学生
20年天津理工大学人民奖学金三等奖，校级

三好学生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共产党员”（校

级）

30 丁石虎 男 1998.12 江苏宿迁 2017.12 硕士研究生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环境工程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本科阶段：1/63
（1.6%），研究生

阶段：32/44
（72.7%）

本科阶段：
16.09—18.06南京工业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班长

17.07—18.07南京工业大学
ONE英语社社长

18.07—19.06南京工业大学学
生资助宣传大使

19.06—20.06南京工业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党支
部宣传委员

研究生阶段：
20.09—23.06南开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2020级环工、环

管、资环硕士生党支部宣传委
员

本科阶段：
17年国家奖学金

17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三好学生标兵

17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17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优秀共青团员

17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优秀学生社团干部
18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三好学生标兵
18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优秀学生干部

18年南京工业大学校青年之星
18年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三等

奖
18年南京工业大学第十四届本科生科技论坛

特等奖

18年南京工业大学第十五届"创新杯"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胜奖

18年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
类实验操作技能技巧大赛一等奖
19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三好学生标兵

20年南京工业大学校优秀毕业生
研究生阶段：

20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新生奖学金三等奖
20年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三等奖

21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22年南开大学校优秀学生
22年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二等奖

31 郭赛 男 1998.08 山西吕梁 2018.06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环境科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26/33（81.8%）

本科阶段：
2016.09—2020.06重庆大学环
境与生态学院环科班班长

2016.09—2020.06重庆大学环
境与生态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2016.09-2020.06重庆大学绿
色青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研究生阶段：
2020.09—2023.06南开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科生态班

长             2020.10-
2021.10南开大学第38届研究

生代表

本科阶段：
2020-2021年重庆大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院
丙等奖学金；2017年在“中国水卫士”活动
中获先进个人；2017年在重庆大学“五四评
优”获精神文明先进个人；2017年在重庆大

学“争先创优”获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2018年在重庆大学“五四评优”获优秀团
干；2018年重庆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中获先进个人；
研究生阶段：

2021年南开大学三等公能奖学金；      
2022年南开大学三等公能奖学金；             

2020-2021南开大学优秀助教（校级）

32 王泽政 男 1996.11 天津 2017.05
研究生
硕士

南开大学
哲学院科学技术哲

学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7/39（17.9%）

本科阶段：
15.09—16.09南开大学金融学

院班长

本科阶段：
15年南开大学新生奖学金二等奖

16年南开大学公能奖学金
研究生阶段：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公能奖学金二等奖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公能奖学金二等奖



33 唐启俊 男 1997.11 河南信阳 2018.12 研究生硕士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专业

学习成绩在班级排
名56/126（44%）

研究生阶段：
20.09至今：南开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知行班班

长
20.09至今：南开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2020级硕士生知行班
党支部组织委员       2020
年09月-2021年06月任南开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能朋辈导

师

研究生阶段：
22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优秀共产党员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一等公能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研究生专项奖学金
21年南开大学共青团“百优宣传干事”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