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大团发〔2021〕51 号 

 

 

江苏大学第四期大学生骨干培训班 
学员录取名单 

各二级团组织： 

根据《关于选拔江苏大学第四期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的

通知》（江大团发〔2021〕38 号）文件精神，经过资格审查、

笔试、面试、公示等环节，录取机械工程学院李浩楠等 95 名

同学为江苏大学第四期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现将名单予以

公布（详见附件）。  

 

附件：江苏大学第四期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录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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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大学第四期大学生骨干培训班学员录取名单 

（排序不分先后） 

序号 学院 姓名 

1 机械工程学院 李浩楠 

2 机械工程学院 尹  行 

3 机械工程学院 徐欣冉 

4 机械工程学院 向恩荣 

5 机械工程学院 高  伟 

6 机械工程学院  万文彬 

7 农业工程学院 郭睿鹏 

8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袁雨琪 

9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徐浩传 

10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杨盛翔 

11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吴秀芝 

12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韩文韬 

13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于  鑫 

14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袁健平 

1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蒋  丽 

1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慧慧 

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佳文 

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丁大力 



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曹立坤 

20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米艳慧 

21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汪  舒 

22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王梦姣 

23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霍艳玲 

24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陈  晨 

25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王雨涵 

26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柴惠钰 

27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徐冰洋 

28 计算机科学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舜尧 

29 数学科学学院 庄淑兰 

30 数学科学学院 钮晨晨 

31 数学科学学院 李栋梁 

32 数学科学学院 吴沁怡 

33 数学科学学院 赵子敏 

34 数学科学学院 钱雨菲 

35 数学科学学院 贾贝贝 

36 数学科学学院 刘  燚 

37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单  俊 

38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许新悦 

39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陈向晖 

40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田茂远 



41 化学化工学院 何  宁 

42 管理学院 时  锐 

43 管理学院 晏凌芸 

44 管理学院 陈风莹 

45 管理学院 徐嘉露 

46 管理学院 朱腊梅 

47 财经学院 沐  婷 

48 财经学院 陆师禹 

49 财经学院 陈文书 

50 财经学院 刘婧怡 

51 财经学院 苏昱宁 

52 财经学院 宋宇尧 

53 财经学院 翟慧琳 

5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晓虹 

5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丹萍 

5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子延 

57 法学院 王晓彤 

58 法学院 方  正 

59 法学院 张  倩 

60 法学院 乔先良 

61 文学院 谢矅宇 

62 文学院 顾梓莹 



63 文学院 储意扬 

64 文学院 边  琴 

65 文学院 傅  蕾 

66 文学院 陶雅琴 

67 文学院 解新宇 

68 文学院 周昕茹 

69 外国语学院 沈  瑾 

70 外国语学院 毛沙沙 

71 外国语学院 陈薪羽 

72 外国语学院 陈舒阳 

73 艺术学院 袁梦雨 

74 艺术学院 胡雨萍 

75 艺术学院 陈  敏 

76 艺术学院 徐佳宁 

77 艺术学院 邓逸飞 

78 教师教育学院 孙嘉翊 

79 教师教育学院 姬治琴 

80 教师教育学院 钟林洋 

81 教师教育学院 皮天珍 

82 教师教育学院 屈佳妮 

83 教师教育学院 赵婧怡 

84 医学院 薛鹏宇 



85 医学院 钱  雨 

86 医学院 王  璐 

87 医学院 陆定坤 

88 药学院 刘耘溪 

89 药学院  王祥澎 

90 药学院  薛晓嫣 

91 药学院  孙为刚 

92 汽车工程研究院 徐  桐 

93 科技信息研究所 王  萌 

94 科技信息研究所 韦  韬 

95 科技信息研究所 宋欣雨 

 

 

 

 

 

 

 

 

 

 

共青团江苏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7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