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党员发展公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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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生党支

部
姜音 女 汉族 199701 本科 89.17 无

2019 年河海大学羽毛球赛团体殿军

2019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

奖

2020 年硕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一等

奖

2020 年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

2021 年博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

奖

发展

2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生党支

部
卜凡 男 汉 199506 硕士 87.22

担任 20

级博士班

班长

2018 年获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

2019 年获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020 年获河海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

2021 年获河海大学优秀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2020 年获博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

2021 年获博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一

等奖

2021 年获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发展

3 测绘科学与技术博士生党支部 袁海军 男 汉族 199809 硕士 88.55 无
2021 级博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

第十二届谈天说地学术论坛三等奖
发展

4
2020 级土木水利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刘诗涵 女 汉族 199703 本科 87.75 无 2021 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发展



5
2020 级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生党支

部
李苹 女 汉族 199809 本科 85.65

研会综合

部副部长

2020 年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2021 年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发展

6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郭思宇 男 汉族 200109 高中 4.0 心理委员 2020-2021 年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发展

7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王崇飞 男 汉族 200104 高中 4.12 无

2019－2020 河海大学科技创新奖学

2020-2021 南方测绘杯“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

大学生测绘技能大赛一等奖”

发展

8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袁科语 女 汉族 200206 高中 4.61

地学院 20

级生活委

员

地学院科

协辩论队

队长

2020-2021 年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2020-2021 年河海大学科技创新奖学金

2020-2021 年河海大学精神文明奖学金

2020-2021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发展

9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王镆汗 男 汉族 200205 高中 4.31

20级年级

生活委员

地院科协

组织部副

部长

2020-2021 年河海大学精神文明奖学

2020-2021 年河海大学艺术体育奖学金
发展

10 地质本科生党支部 张慎毅 男 汉族 2001129 高中 4.3

河海大学

地学院青

协人资部

部长

1.2020-2021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20-2021 学年艺术体育优秀奖学金

3.2020-2021 学年优秀青年志愿者

4.2020-2021 学年优秀学生干事

5.2020-2021 学年优秀志愿者

发展

11 地质本科生党支部 程林森 男 汉族 200201 高中 4.03

地学院 20

级年级长

河海大学

青年志愿

1、2021 年 5 月被江苏省大学生知识竞赛委员

组评为江苏省第十二届大学生知识竞赛优秀奖

2、2021 年 5 月被河海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评

为二期管理培训最佳项目小组

发展



者协会综

合事务部

部长

3、2021 年 5 月被共青团河海大学地球科学与

工程学院委员会评为优秀学风建设先进个人

4、2021 年 5 月被共青团河海大学委员会评为

2020 年度优秀共青团员

5、2021 年 11 月被河海大学评 2020-2021 学年

学业优秀、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奖学金

6、2021 年 11 月被河海大学评为 2020-2021 学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7、2021 年 12 月被共青团河海大学委员会评为

2021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

12 地质本科生党支部 徐佳俊 男 汉族 200105 高中 4.49 团支书

1、2021 年“我身边的红色故事”作品征集大

赛（文章组）优秀奖；

2、河海大学 2021-2022 学业优秀奖学金

3、河海大学 2021 金锤奖奖学金

发展

13 地质本科生党支部 高何敬然 男 汉族 200105 高中 4.39
年级大班

长

1.安徽邦泰优秀学生奖学金

2.河海大学金锤奖学金

3.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等 5项专项奖学金

4.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

5.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6.LSCAT 江苏省笔译大赛三等奖

7.网易青年志愿者

发展

14 地质本科生党支部 谢明泽 男 汉族 200105 高中 4.26

地学院学

生会副主

席

1、2020-2021 河海大学学习进步奖学金

2、2020-2021 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3、2021 河海大学金锤奖学金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