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党员转正公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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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刘华 男 汉族 199901 本科 4.49

18 级地

质二班

团支书

2020-2021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河海大学 2021-2022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2021-2022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转正

2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欧格治 男 汉族 199901 本科 4.64

18 级地

质二班

学习委

员

2018 年河海大学军训“优秀射手”

2018-2019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2020-2021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转正

3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马健 男 汉族 199910 本科 4.08 无

2018-2019 学年获得河海大学地学院优秀志愿者

2018-2019 学年获得学业优秀奖学金

2018-2019 学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2020 学年获得学业优秀、科技创新奖学金

2019-2020 学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20-2021 学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 年获得高淳国际马拉松优秀志愿者

2020 年获得一站到底防沉降模型设计比赛一等奖

转正

4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韩国栋 男 汉族 200001 本科 4.52

18 级地

质一班

团支书

2019 河海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2021-2022 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转正

5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靳春林 男 汉族 199901 本科 4.08

地质二

班组织

委员

河海大学 2021-2022 学年精神文明奖学金，2020-2021

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转正

6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朱延 女 汉族 200001 本科 4.47
地质一

班组织

2019 年度河海大学优秀志愿者

2021-2022 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转正



委员

7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禹克强 男 汉族 200011 本科 4.4 无

河海大学 2018—2019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9—2020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转正

8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袁奕梁 男 汉族 200006 本科 4.32

地质三

班生活

委员

河海大学 2019 寒假实践先进个人

河海大学 2018-2019 学业进步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19-2020 学业优秀奖学金

河海大学 2020-2021 学业优秀奖学金

转正

9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陈霄颖 女 汉族 199908 本科 4.77

18 级年

级生活

委员

1、2019-2020 学年本科生国家奖学金

2、2020 年度河海大学金锤奖学金

3、2021-2022 学年、2019-2020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

生标兵”

4、2021-2022 学年、2020-2021 学年、2019-2020 学年、

2018-2019 学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转正

10 地质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史一博 男 汉族 199901 本科 3.93
18 级年

级班长

1、河海大学 2019 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2、2020-2021 学年“优秀共青团员”

3、2018-2019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

转正

11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李哲华 男 汉族 200001 本科 89.58 无

2019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2020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2021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科技创新奖学金；2022 年学业优秀、

精神文明、科技创新奖学金；2021 年第十二届测绘论文

大赛一等奖；

转正

12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李雯 女 汉族 200005 本科 86.09 无

获得 2019-2020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

获得 2019-2020、2020-2021 年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干

部称号”

获得 2020-2021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和社会工作奖学金

获得 2018-2019、2019-2020 年体育艺术奖学金

转正



13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王攀山 男 汉族 200004 本科 88.08 无
2019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2020 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2022 年学业优秀、精神文明奖学金；
转正

14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程鸿超 男 汉族 200010 本科 84.59 无
2018-2019 学年学业进步奖学金；2019-2020 学年学业

进步奖学金
转正

15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高博浩 男 汉族 200004 本科 83.34 无 2018-2019 大学生传媒中心优秀干事 转正

16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曹宇濠 男 汉族 200002 本科 85.73 无
2018-2019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2018-2019 学年精神

文明奖学金；2019-2020 学年学业优秀奖学金
转正

17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孙辰润 女 汉族 200006 本科 88.83 无

2021 年江苏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北斗杯江苏省赛区二

等奖；全国大学生测绘论文大赛二等奖；江苏省测绘地

理信息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学业优秀奖学金、社会工

作奖学金等奖学金与荣誉称号 17 项。

转正

18 测绘遥感本科生党支部 郑雨沙 女 汉族 200108 本科 4.33

地学院

传媒中

心主任

河海大学 2020 年“优秀共青团干部”；2019-2020 学年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标兵”荣誉称号、学业优

秀与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2020-2021 学年“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荣誉称

号、学业优秀与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

转正

19
2019 级地质工程专业硕

士生党支部
张文涛 男 汉 199705 本科 85.55 团支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第三阶段二等奖学金 转正

20
2019 级地质工程专业硕

士生党支部
杨张阳 女 汉 199610 本科 84.31 无 2021 年硕士研究生第三阶段一等奖学金 转正

21
2020 级土木水利专业硕

士生党支部
杜浦 男 汉族 199611 本科 85.3

地学院

研究生

会副主

席

1.2020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2.暖阳征文比赛特等奖

3.河海大学 2021 年优秀研究生干部

4.河海大学研究生会优秀骨干

转正

22
2020 级土木水利专业硕

士生党支部
陈迪 女 汉族 200006 本科 85.3 无 2021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转正



23
2020 级资源与环境专业

硕士生党支部
杨帅鹏 男 汉族 199904 本科 83.85 无 2021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转正

24
2020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

党支部
孙瑞 男 汉 199901 本科 88.05 无

2020 年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2021 年硕士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转正

25
2020 级测绘专业硕士生

党支部
程萌 女 汉 199702 本科 86.67

20 级本

科生辅

导员

2021 硕士研究生第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一等奖 转正

26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

士生党支部
朱书梅 女 汉 199410 本科 87 无

2017、2018 年度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特等奖学金；2019

年河海大学研究生团体羽毛球赛殿军；2019、2020、2021

年获得河海大学博士一等奖学金；2021 年河海大学优秀

研究生。

转正

27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

士生党支部
王武超 男 汉 199307 本科 82.44 无

2021 年获得河海大学博士二等奖学金；2020 年获得河

海大学第八届研究生学术年会优秀汇报人称号；2017 年

获得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

转正

2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

士生党支部
吴建 男 汉 199403 本科 88.44 无

2018、2022 年获得河海大学博士一等奖学金；2021 年

获得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
转正

29
测绘科学与技术博士生

党支部
余娟娟 女 汉 199502 本科 91.22 无 2021 年博士研究所第三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 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