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党员发展公示（7）

序号 所在支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学历
绩点（平均

成绩）

社会工作

情况
获奖情况

类别(发展/

转正)

1 测绘科学与技术博士生党支部 沙鹏程 男 汉族 199412 硕士 88.1 无 2020年博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学业奖 发展

2
2020 级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王明璇 男 汉族 199901 本科 80.75

院学生会

体育部副

部长

2020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发展

3
2020 级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杨子 女 汉族 199803 本科 87.25 无 2020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发展

4
2020 级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胡创 男 汉族 199807 本科 89.25 无 2020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发展

5
2020 级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鲍雅兰 女 汉族 199704 本科 92.3 无

1.2020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2.2020 年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发展

6 2020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党支部 王俊杰 男 汉族 199708 本科 88.32 无
1.2020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2.2021 年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发展

7 2020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党支部 李润川 男 汉族 199708 本科 84.26
文体

委员

1.2020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2.2021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发展

8 2020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党支部 刘太宗 男 汉族 199803 本科 87 无
1.2020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2.2021 年研究生二等学业奖学金
发展

9 2020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党支部 蔡娜 女 汉族 199808 本科 87.21 无
1.2020-2021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2.2020 年河海大学啦啦操比赛优秀奖 3.2020
发展



年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科普知识竞赛

二等奖

4.2021 年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10
2020 级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生党

支部
郭帅康 男 汉族 199805 本科 86.55 无 河海大学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发展

11
2020 级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生党

支部
王发飞 男 汉族 199611 本科 79.67

生活

委员
河海大学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发展

12
2020 级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生党

支部
聂小会 女 汉族 199504 本科 87.25

学习

委员
河海大学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发展

13
2020 级资源与环境专业硕士生党

支部
宋雨浓 女 汉族 199806 本科 84.4

文体

委员
河海大学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发展

14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黄琪 男 汉族 200006 高中 4.02 无
1.2021 年地学院优秀学风建设先进个人

2.2020 年秋季大禹助学金
发展

15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杨洁 女 汉族 199911 高中 3.89 无
1.2018-2019 年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2.2019 年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发展

16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焦国卿 男 汉族 200101 高中 3.92 无
2019-2020 年河海大学心理中心“优秀新媒体

人”荣誉称号
发展

17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邹芷晗 女 汉族 200101 高中 4.02
生活

委员
2020 年精神文明/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18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陆一品 男 汉族 200107 高中 4.08 无 2021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19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林浩源 男 汉族 200010 高中 4.25 无
1.2020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1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3.第六届“一站到底”防沉降模型设计大赛二

等奖

4. 2021 年第四届心里漫画大赛优胜奖

20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李珂霖 男 汉族 200206 高中 4.3

曾任班

长、科协

副部长，

现任科协

副主席

1.2020年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学业进步/科技创

新/精神文明/社会工作奖学金

2.2020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

部称号

3.2021 年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科技创新奖学金

4.第六届“一站到底”防沉降模型设计大赛二

等奖

5.第十七届挑战杯红色专项赛全国二等奖

发展

21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林宇航 男 汉族 200110 高中 4.35 无
1.2020 年学业优秀/学业进步奖学金

2.2021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22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梅绪哲 男 汉族 200110 高中 4.56

曾任团委

组织部副

部长、组

宣委

1.2021 年国家奖学金

2.2021年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科技创新奖学金

3.2020 年河海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4.2020年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学业进步奖学金

5.2020 年优秀学生称号

6.第七届“LSCAT”江苏省笔译大赛三等奖

发展

23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王禄艺 男 汉族 200111 高中 4.72
学习

委员

1.2020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 年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3.2021 年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4.2021 年国家奖学金

5.2021 年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

6.2021年江苏省第十二届大学生知识竞赛优秀

奖

发展

24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梁娜 女 汉族 200210 高中 4.1
1.年级学

委

1.2021年本科生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社会工作

优秀/艺术体育奖学金
发展



2.院团委

组织部部

长

2.2021 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3.2020 年院“学霸笔记“三等奖

4.2020 年防艾情景剧大赛三等奖

5.2020 年院团委优秀学生干事

25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于维平 男 满族 199707 高中 3.78

1.河海大

学管乐团

声部长

2.地学院

学生会副

部长

1.防沉降模型设计比赛一等奖

2.河海大学艺术体育奖学金

3.地学院学生会优秀干事

4.暑期文化“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5.“战疫”杯优秀外语学风建设个人

6.“21 天打卡”优秀学风建设先进个人

7.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环保知识竞赛优秀奖

发展

26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吴晟昱 男 汉族 200202 高中 4.26

1.班长

2.院学生

会生服部

副部长

1.2020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

2.2021 年社会实践优秀个人

3.2020 年江苏省大学生知识竞赛三等奖

4.2021年本科生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社会工作

优秀/艺术体育奖学金

5.2020 年校园情景剧大赛三等奖

发展

27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刘珂孜 男 汉族 200111 高中 4.62

1.学习委

员

2.院科协

科普部副

部长

1.2021年本科生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社会工作

优秀/科技创新奖学金

2.2020第七届防沉降”一站到底“大赛二等奖

发展

28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李博林 男 汉族 200006 高中 4.18

1.院 18

级年级组

织委员

2.院青年

志愿者协

会副主席

1.2019年江苏省大学生志愿者千乡万村环保科

普行“优秀志愿者”

2.2019 年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志愿者”

3.2019年“新华杯”全国书画艺术大赛优秀奖

4.2018 年“习语金句”书法创作大赛二等奖

5.河海大学精神文明奖学金

6.河海大学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发展



7.河海大学学业进步奖学金

29 2019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党支部 周逸飏 男 汉族 199704 本科 90.0 无

1.2019 研究生第一阶段一等奖学金

2.2020 研究生第二阶段一等奖学金

3.2021 研究生第三阶段一等奖学金

4.2019-2020 年优秀研究生称号

5.2021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发展

30 2019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党支部 李梦瑶 女 汉族 199611 本科 87.05 无

1.2019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2.2020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3.2021 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发展

31
2020 级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李双双 男 汉族 199904 本科 88.3

学习

委员

1.2020 年研究生二等奖学金

2.2021 年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发展

32
2020 级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库尔班江.

尼牙孜
男

维吾尔

族
199604 本科 81.1 无

1.2020 年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2.2021 年研究生二等奖学金
发展

33
2019 级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王喆 男 汉族 199804 本科 85.3 无

1.2019 年研究生学业二等奖学金

2.2020 年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

3.2021 年研究生学业二等奖学金

发展

34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王浩杰 男 汉族 199805 高中 4.45 无

1.2019-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2.学业进步奖学金

3.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35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白亚楠 女 回族 200002 高中 4.62 无

1.2018-2019 精神文明奖学金

2.2019-2020 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

3.2019-2020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4.2020-2021 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科技创新奖

学金

5.2020-2021 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发展



36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费晓龙 男 汉族 200009 高中 4.01 无
1.2020 雷官镇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2.2020“战疫杯”优秀外语学风建设个人
发展

37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梁景源 男 汉族 200007 高中 4.15

18级测绘

二班团支

书

1.2018-2019 精神文明奖学金

2.2019-2020 精神文明奖学金

3.2020-2021 精神文明奖学金

4.2020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

发展

38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洪榆萌 女 汉族 200109 高中 4.71
学生会主

席团

1.2019-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39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张吴斯琴 女 汉族 200103 高中 4.71
学生会主

席团

1.2019-2029 学年学业优秀/科技创新奖学金

2.2020-2021 学年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

3.2020-2021 年度国家奖学金

4.2020-2021 学年优秀学生标兵

发展

40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安诗豪 男 汉族 200109 高中 4.66

1.院青协

人资部副

部长

2.班长

1.2019-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41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王龙飞 男 汉族 200104 高中 4.34
文体

委员

1.2019-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2021 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
发展

42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任茹晴 女 汉族 200106 高中 4.19

1.科协主

席团

2.团支书

1.2019-2020 科技创新奖学金

2.2020-2021 科技创新/学业优秀金

3.全国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二等奖

发展

43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杨航 男 汉族 200103 高中 4.17 团支书
1.2019-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44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朱宣霖 女 汉族 200012 高中 4.12 副班长
1.2019-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45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季洪壮 男 汉族 200109 高中 4.05
学习

委员
2019-2020 学业进步奖学金 发展

46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向阳 男 汉族 200003 高中 4.01 团支书 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47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孔孝孝 男 汉族 200011 高中 3.99 无
1.2022-2022 学业优秀/学业进步奖学金

2.国家励志奖学金
发展

48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谭远杰 男 汉族 200107 高中 3.94
文体

委员

1.2020-2021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2021 年学业进步
发展

49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刘铮 女 汉族 200202 高中 4.23

1.院学生

会外联部

部长

2.宣传委

员

1.2020 年军训队列标兵

2.2021 年河海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3.2020-2021年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精神文明

/科技创新/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

发展

50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李彦晖 男 汉族 200109 本科 4.11
团委实践

部副部长
2020 年获院团委优秀干事荣誉称号 发展

51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库德热

提·吐尔

干江

男
维吾尔

族
199909 高中 4.09

院团委青

发部部长

1.2020 河海大学科技节防沉降大赛一等奖

2.2021获得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学生干事

荣誉称号

3.2021 江苏省笔译大赛优胜奖

4.2020 河海大学啦啦操大赛优胜奖

发展

52 地质科学与工程系党支部 卫云波 男 汉族 19930213 博士 / 教师

2015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下水科学与工程专

业，获学士学位；2020 年在南京大学获水文学

及水资源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20 年 7 月至今

在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地质科学与工

程系任讲师。目前已在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和

发展



Journal of Hydrology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学

术论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参与科技部重点研

发计划等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