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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二、本科生国家奖学金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 

 

 

第一部分  

省部级及以上奖学金、荣誉称号 
 

 

 

 

 

 

轻研 2035 于淑帆 轻研 2032 邓兵 

轻研 2032 郝志林 轻博 21 端宁 

 

 

 

 

 

应化 192 赵雪莹 

 

 

 

 

 

生物 191 石玉婷 应化 202 张欣彤 

生物 192 胡金淼 应化 202 何济清 

生物 192 张盼 酿酒 20 韩梦君 

应化 191 呼瑞 酿酒 20 刘欣欣 

应化 192 陈泽玉 酿酒 20 程海鲜 

生物 201 谢欢欢 酿酒 20 韩骑旭 

生物 201 欧美玲 酿酒 20 陈艳霜 



 

3 

 

四、省部级及以上竞赛获奖 

生物 201 武琦 酿酒 21 王欣瑞 

生物 201 刘浩思 生物 212 周子怡 

生物 202 李婕菡 生物 212 沈玉莹 

应化 202 谢欣怡 应化 21 宋美悦 

应化 202 金子璇 

 

 

 

 

 

学术成果优胜奖 

应化 192 赵雪莹 Constructing high-efficiency transport 

pathways via incorporating DP-POSS  into 

PEG membranes for pervaporative 

desulfurization 

应化 192 赵雪莹 Breakthroughs on tailoring membrane 

materials for ethanol recovery by per 

vaporation 

生物 192 高寒放 A Review Of Current Bacterial Resistance 

to Antibiotics in Food Animals 

应化 192 陈泽玉 Hofmeister 效应对表面活性剂聚集行为

影响研究进展 

应化 192 孙雨晗 铯与氟——元素金属性与非金属性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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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优胜奖（团体） 

班级 团队成员 所获奖项 

生物 191 冯浩圆、崔浩然、 

武雨伦 

2022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生物 191 冯浩圆、王楚伦、 

黄永恒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

赛华北赛区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1 乔英杰、冯浩圆、 

刘浩思、史歆睿、 

武琦 

2022 年华北赛区大学生化工设

计竞赛二等奖 

应化 191 李昊达、乔英杰、 

杜澍、王楚伦 

2021 年第七届全国大学生物理

实验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1 蔺达、王欣渭、 

韩梦君 

第十三届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

验竞赛二等奖 

酿酒 20 刘欣欣、方飞雨、 

韩骑旭 

第四届北京市大学生节水节能

低碳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二等奖 

应化 192 赵雪莹、姚苏起、 

崔浩然、梁文远、 

王楚伦 

2022 年华北赛区大学生化工设

计竞赛一等奖 

应化 192 赵雪莹、荣钦泽、 

魏明昊 

第十三届北京市大学生化学实

验竞赛二等奖 



 

5 

 

生物 201 杨正好、欧美玲、 

谢欢欢 

2022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生物 201 刘浩思、谢欢欢 第二十四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

智能大赛一等奖 

应化 201 王钧锋、刘宁、 

王心怡 

2022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应化 201 宫克谦、许小婷、 

陈泽玉 

2022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等奖 

酿酒 20 魏华阳、姜来、 

田佳怡、闫伊琳、 

周燕、高佳欣、 

罗爔、肖雅婷、 

吴昊月、孙依萌、 

许淑芳、田依霖、 

侯雨岑、郭崟垠、 

侯婉莹、惠子萌、 

刘泽璇、乔欣然 

首都高等学校第 42 届健美操、

艺术体操比赛一等奖 

生物 211 陈思维、冯兰轩、 

唐羽飞、张建堃、 

曹泽然、杨奕、 

王乐斌、韩硕 

第五届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

展示活动评选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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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201 武琦、欧美玲、 

宫文涛（研） 

第二十四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

智能大赛一等奖 

第二十四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

智能大赛三等奖 

酿酒 20 舒姝、刘欣欣、 

陈艳霜 

2022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三等奖 

应化 201 赵晨、段晓雨、 

刘璐、石亚妮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竞赛优胜奖（个人） 

生物 191 冯浩圆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一等奖 

生物 191 仇婷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生物 192 胡金淼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二等奖 

生物 192 连枭贤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一等奖 

生物 192 王楚伦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二等奖 

北京市第三十二届大学生数学竞赛（理工

类乙组）三等奖 

应化 191 乔英杰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1 李盼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1 蔺达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2 胡雨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2 陈馨梅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2 姚苏起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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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化 192 赵雪莹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二等奖 

应化 192 陈泽玉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第七届北京市大学生生物学竞赛二等奖 

应化 192 黄永恒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一等奖 

应化 192 胡书源 北京市第三十二届大学生数学竞赛（理工

类乙组）三等奖 

应化 192 邹维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酿酒 20 于鑫乔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生物 192 高寒放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生物 191 张家园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生物 201 谢欢欢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一等奖 

生物 201 欧美玲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北京市第三十二届大学生数学竞赛（理工

类乙组）三等奖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二等奖 

生物 201 刘浩思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生物 202 杨正好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三等奖 

生物 202 李婕菡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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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202 李婕菡 北京市第三十二届大学生数学竞赛（理工

类乙组）一等奖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一等奖 

应化 201 隗可欣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201 贾玉成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201 吕莫迟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201 王钧锋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二等奖 

应化 201 宫克谦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北京市第三十二届大学生数学竞赛（理工

类乙组）三等奖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一等奖 

应化 201 廖梓因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201 邓文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202 张博骁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三等奖 

应化 202 王梓涵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202 金子璇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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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京市三好学生 

六、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 

酿酒 20 韩梦君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一等奖 

酿酒 20 刘欣欣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三等奖 

酿酒 20 魏华阳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酿酒 20 韩骑旭 第三十八届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

（非物理类 B 组）三等奖 

酿酒 20 舒姝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阅读大

赛一等奖 

应化 191 李嘉萱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生物 201 袁静怡 2022 年北京市大学生化工原理竞赛三等奖 

 

 

 

 

 

应化 192 赵雪莹 

 

 

 

 

 

生物 192 王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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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工商大学先进班集体 

二、北京工商大学先锋杯优秀团支部 

三、北京工商大学卫生文明宿舍 

 

 

第二部分 校级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班级 负责人 

应化 201 班 隗可欣 

应化 202 班 王勃铭 

生物 212 班 台培翔 

 

 

 

 

 

班级 负责人 

酿酒 20 班 韩骑旭 

 

 

 

 

 

宿舍号 负责人 宿舍成员 

东区三号楼 B308 南奕宏 刘欣欣、王珂璇、崔芷晴、

张博雅 

东区三号楼 B309 程海鲜 魏华阳、韩骑旭、于鑫乔、 

朱文迪、陈艳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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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工商大学十佳学霸宿舍 

五、研究生校级综合奖学金 

东区五号楼 328 王钧锋 宫克谦、隗功利 

西区四号楼 114 任若琪 郭祎水、李雪、史歆睿 

 

 

 

 

 

宿舍号 负责人 宿舍成员 

东区 3 号楼 B 座 216 武琦 刘浩思、欧美玲、谢欢欢、

张家慧 

 

 

 

 

 

一等奖学金 

轻博 19 王皓 轻博 20 宋靖仪 

轻博 19 李娟 轻博 20 王琳 

轻博 19 石杰 轻博 20 张敬铖 

轻博 19 李晴 轻博 21 端宁 

轻博 20 庄良 轻博 21 李亭 

轻博 20 耿晓杰 轻博 21 黄岩 

轻博 20 马国为   

轻研 2031 单宇行 轻研 2036 郝雪冰 

轻研 2032 邓兵 轻研 2036 王娜 

轻研 2032 郝志林 轻研 2037 周远浩 

轻研 2033 庞正军 轻研 2131 文丽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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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研 2034 李培 轻研 2132 刘芮嘉 

轻研 2034 李霞 轻研 2133 武亚帅 

轻研 2035 孔令强 轻研 2134 戴玮 

轻研 2035 于淑帆 轻研 2135 郭峰 

轻研 2035 张芙睿 轻研 2135 张冰 

轻研 2035 张楷 轻研 2135 王嘉楠 

轻研 2036 高雅 轻研 2136 葛蕊 

轻研 2036 郭静 轻研 2137 司斌斌 

二等奖学金 

轻博 21 梁淼 轻研 2036 廖鹏飞 

轻博 21 陈尔豹 轻研 2036 廖珊 

轻博 21 王珂 轻研 2036 刘源涧 

轻研 2031 慕静 轻研 2036 宋子钰 

轻研 2031 王镓璇 轻研 2036 王瑞芳 

轻研 2032 龚嘉妮 轻研 2036 王禹茼 

轻研 2032 李行 轻研 2036 魏冉 

轻研 2032 连旭东 轻研 2036 徐玉霞 

轻研 2032 刘子轩 轻研 2036 张文迪 

轻研 2032 王俊山 轻研 2036 赵淋淋 

轻研 2032 王晓琴 轻研 2036 朱妞妞 

轻研 2032 熊新雨 轻研 2037 高仲勇 

轻研 2032 闫如毓 轻研 2037 王玲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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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研 2033 都艳群 轻研 2131 赵熙 

轻研 2033 黄婷 轻研 2132 冯静怡 

轻研 2033 宋鑫育 轻研 2132 王丹青 

轻研 2033 王潇睿 轻研 2132 孙羽佳 

轻研 2034 贾新如 轻研 2133 陈月 

轻研 2034 孙良菊 轻研 2133 谢琴 

轻研 2034 张圆圆 轻研 2133 吴雅健 

轻研 2034 张祉敏 轻研 2133 孙玲玲 

轻研 2035 白雪妍 轻研 2134 胡亚峰 

轻研 2035 曹爽 轻研 2134 张宝园 

轻研 2035 范晓洁 轻研 2134 袁富容 

轻研 2035 郭慧敏 轻研 2134 尹雅淇 

轻研 2035 李佳 轻研 2135 张贵虎 

轻研 2035 李丽亚 轻研 2135 孙绮晗 

轻研 2035 李孟雪 轻研 2135 张月 

轻研 2035 李雪艳 轻研 2135 臧锴 

轻研 2035 凌通 轻研 2135 齐楠 

轻研 2035 刘波 轻研 2135 李尤 

轻研 2035 任金美 轻研 2136 陈昊翔 

轻研 2035 沈雪梅 轻研 2136 付红燕 

轻研 2035 王鹏宇 轻研 2137 杨文慧 

轻研 2035 郗燕梅 轻研 2137 刘鑫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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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生优秀科研成果奖 

轻研 2035 尤儒雅 轻研 2137 白敏 

轻研 2036 郝慧宜 

三等奖学金 

轻研 2031 屈格若 轻研 2134 王家栋 

轻研 2032 侯雅馨 轻研 2134 高靖怡 

轻研 2033 李婷 轻研 2134 张玉华 

轻研 2035 邹存恩 轻研 2135 田茗柯 

轻研 2036 陈晓漫 轻研 2135 原梦梦 

轻研 2131 顾昊月 轻研 2135 张曼玉 

轻研 2132 姜若含 轻研 2135 余雯静 

轻研 2132 王婧 轻研 2135 苗子健 

轻研 2132 赵雅惠 轻研 2135 宋健 

轻研 2133 王睿 轻研 2135 吴李玲 

轻研 2133 刘雅琦 轻研 2136 刘旭琦 

轻研 2133 代昕冉 轻研 2137 谢瑶双 

轻研 2133 张晶晶 轻研 2137 武文佳 

轻研 2134 邵可欣 轻研 2137 邵真真 

 

 

 

 

 

一等奖学金 

轻研 192 王广南 轻博 21 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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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学金 

轻博 21 黄岩 轻研 2032 郝志林 

轻博 18 朱琳 轻研 1932 王震 

三等奖学金 

轻研 1932 刘玉 轻研 2032 王晓琴 

轻博 19 王皓 轻研 2036 王娜 

轻研 1934 刘兵 轻研 2034 李培 

轻研 1932 孙立杰 轻研 2037 周远浩 

轻研 2133 武亚帅 轻研 2036 朱妞妞 

轻研 2036 高雅 轻研 2032 龚嘉妮 

轻研 1934 汪青 轻研 2035 张楷 

轻研 1934 李倩囡 轻研 2034 张祉敏 

轻研 1934 王哲 轻研 2033 王潇睿 

轻研 1934 李坤乐 轻研 2132 刘芮嘉 

轻研 1932 段佳文 轻博 21 陈尔豹 

轻博 19 李晴 轻博 21 李亭 

轻研 2035 于淑帆 轻研 2135 张津诚 

轻研 2032 王俊山 轻研 1932 席泽雨 

轻研 2036 郝慧宜 轻研 2032 邓兵 

 

 

 

 

 

 



 

16 

 

七、本科生优秀学生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生物 192 王楚伦 生物 201 武琦 

应化 191 李嘉萱 应化 21 宋美悦 

生物 191 冯浩圆 生物 211 徐敏悦 

应化 192 赵雪莹 生物 212 周子怡 

应化 192 陈馨梅 生物 212 台培翔 

酿酒 20 魏华阳 酿酒 21 王欣瑞 

酿酒 20 程海鲜 香料 21 苏艳梅 

生物 202 李婕菡 香料 21 王雨倩 

应化 201 王钧锋 香料 21 双京新 

应化 202 张欣彤 

二等奖学金 

生物 192 胡金淼 生物 201 谢欢欢 

生物 192 连枭贤 生物 201 欧美玲 

生物 192 武雨伦 生物 201 刘浩思 

应化 191 乔英杰 香料 21 梁予露 

应化 191 呼瑞 香料 21 吴正 

生物 191 任若琪 香料 21 郝孝帆 

生物 191 史歆睿 香料 21 周思妗 

生物 191 李雪 酿酒 21 李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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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化 192 陈泽玉 酿酒 21 虞美丽 

应化 192 崔浩然 酿酒 21 雷欣雨 

应化 192 胡书源 生物 212 沈玉莹 

酿酒 20 韩骑旭 生物 212 戴卓凡 

酿酒 20 韩梦君 生物 212 陈修召 

酿酒 20 刘欣欣 生物 211 徐艺绢 

生物 202 邓晏蓉 生物 211 陈思维 

应化 201 宫克谦 应化 21 那睿 

应化 201 吕莫迟 应化 21 王宏杰 

应化 201 刘宁 应化 21 张霁航 

应化 202 金子璇 应化 21 管梓寒 

应化 202 谢欣怡 

三等奖学金 

生物 191 于晓龙 生物 201 赵文馨 

生物 191 任晓敏 应化 21 桂彤 

生物 191 石玉婷 应化 21 王薪舒 

生物 191 史可 应化 21 任光耀 

生物 192 朱春彤 应化 21 冯颖 

生物 192 史家馨 应化 21 丰炜林 

生物 192 张盼 生物 211 李青埔 

酿酒 20 王珂璇 生物 211 程博圆 

酿酒 20 陈艳霜 生物 211 白圣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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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单科学习优胜奖 

酿酒 20 于鑫乔 生物 211 孟子怡 

酿酒 20 南奕宏 生物 212 唐如诗 

酿酒 20 张培 生物 212 王莉莹 

应化 201 段晓雨 生物 212 张俊轩 

应化 201 单于婷 酿酒 21 张蔓 

应化 201 高楷翔 酿酒 21 张楚瑶 

应化 201 贾玉成 酿酒 21 杨妍 

应化 201 郭盛如 香料 21 李瑞博 

应化 201 赵晨 香料 21 吴婷婷 

应化 202 马润嘉 香料 21 贾玉洁 

应化 202 何济清 香料 21 罗金玉 

应化 202 王梓涵 香料 21 李雪晴 

应化 202 武杰 香料 21 张茜 

应化 202 王勃铭 香料 21 梁雅宁 

生物 201 袁静怡 香料 21 胡若辉 

 

 

 

 

应化 201 宫克谦 生物 212 邓书瑶 

应化 202 王梓涵 香料 21 双京新 

生物 201 谢欢欢 香料 21 苏艳梅 

生物 201 欧美玲 香料 21 王大杰 

生物 212 周子怡 香料 21 周思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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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术成果、科技竞赛和体育艺术竞赛奖学金 
 

 

 

学术成果 

应化 192 赵雪莹 应化 192 陈泽玉 

生物 192 高寒放 应化 192 孙雨晗 

竞赛优胜奖（团体） 

生物 191 冯浩圆、崔浩然、武雨伦 

生物 191 冯浩圆、王楚伦、黄永恒 

应化 191 乔英杰、冯浩圆、刘浩思、史歆睿、武琦 

应化 191 李昊达、乔英杰、杜澍、王楚伦 

应化 191 蔺达、王欣渭、韩梦君 

酿酒 20 刘欣欣、方飞雨、韩骑旭 

应化 192 赵雪莹、姚苏起、崔浩然、梁文远、王楚伦 

应化 192 赵雪莹、荣钦泽、魏明昊 

生物 201 杨正好、欧美玲、谢欢欢 

生物 201 刘浩思、谢欢欢 

应化 201 王钧锋、刘宁、王心怡 

应化 201 宫克谦、许小婷、陈泽玉 

酿酒 20 魏华阳、姜来、田佳怡、闫伊琳、周燕、 

高佳欣、罗爔、肖雅婷、吴昊月、孙依萌、

许淑芳、田依霖、侯雨岑、郭崟垠、 

侯婉莹、惠子萌、刘泽璇、乔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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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211 陈思维、冯兰轩、唐羽飞、张建堃、 

曹泽然、杨奕、王乐斌、韩硕 

生物 201 武琦、欧美玲、宫文涛（研） 

酿酒 20 舒姝、刘欣欣、陈艳霜 

应化 201 赵晨、段晓雨、刘璐、石亚妮 

竞赛优胜奖（个人） 

生物 191 冯浩圆 生物 201 刘浩思 

生物 191 仇婷 生物 202 杨正好 

生物 192 胡金淼 生物 202 李婕菡 

生物 192 连枭贤 应化 201 隗可欣 

生物 192 王楚伦 应化 201 贾玉成 

应化 191 乔英杰 应化 201 吕莫迟 

应化 191 李盼 应化 201 王钧锋 

应化 191 蔺达 应化 201 宫克谦 

应化 192 胡雨 应化 201 廖梓因 

应化 192 陈馨梅 应化 201 邓文 

应化 192 姚苏起 应化 202 张博骁 

应化 192 赵雪莹 应化 202 王梓涵 

应化 192 陈泽玉 应化 202 金子璇 

应化 192 黄永恒 酿酒 20 韩梦君 

应化 192 胡书源 酿酒 20 刘欣欣 

应化 192 邹维 酿酒 20 魏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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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会工作突出贡献奖学金 

十一、何铁文商科奖学金  

十二、长安励志奖学金 

十三、少数民族学生奖学金 

酿酒 20 于鑫乔 酿酒 20 韩骑旭 

生物 192 高寒放 酿酒 20 舒姝 

生物 191 张家园 应化 191 李嘉萱 

生物 201 谢欢欢 生物 201 袁静怡 

生物 201 欧美玲 

 

 

 

 

 

应化 191 贾晓蕊 

应化 191 李嘉萱 

生物 191 于晓龙 

 

 

 

 

 

生物 21（贯通） 李雪晴 

 

 

 

 

 

应化 201 刘宁 

 

 

 

 

 

应化 201 布阿提汗·吐尔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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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研究生校级三好学生 

十五、研究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十六、本科生校级三好学生 

 

 

 

轻研 2032 王俊山 轻研 2133 陈月 

轻研 2034 李培 轻研 2134 戴玮 

轻研 2035 张楷 轻研 2135 郭峰 

轻研 2036 郭静 轻研 2137 刘鑫玉 

轻研 2132 刘芮嘉 

 

 

 

 

 

轻研 2031 单宇行 轻研 2133 武亚帅 

轻研 2033 庞正军 轻研 2134 张宝园 

轻研 2033 都艳群 轻研 2135 王嘉楠 

轻研 2037 周远浩 轻研 2136 刘旭琦 

轻研 2131 顾昊月 

 

 

 

 

 

生物 191 李雪 酿酒 20 刘欣欣 

生物 191 史歆睿 酿酒 20 韩骑旭 

生物 192 胡金淼 酿酒 21 李方超 

生物 192 连枭贤 酿酒 21 王欣瑞 

应化 191 乔英杰 酿酒 21 虞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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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科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应化 191 李嘉萱 生物 211 陈思维 

应化 192 胡书源 生物 211 徐艺绢 

应化 192 赵雪莹 生物 212 陈修召 

应化 192 陈泽玉 生物 212 戴卓凡 

生物 201 谢欢欢 生物 212 沈玉莹 

生物 201 武琦 香料 21 郝孝帆 

生物 202 李婕菡 香料 21 双京新 

应化 201 王钧锋 应化 21 管梓寒 

应化 201 刘宁 应化 21 那睿 

应化 202 谢欣怡 应化 21 宋美悦 

应化 202 金子璇 酿酒 20 魏华阳 

酿酒 20 韩梦君 酿酒 20 程海鲜 

 

 

 

 

 

生物 191 于晓龙 酿酒 20 王珂璇 

生物 191 石玉婷 酿酒 20 陈艳霜 

生物 192 王楚伦 酿酒 21 雷欣雨 

应化 191 呼瑞 生物 211 徐敏悦 

应化 192 崔浩然 生物 212 台培翔 

应化 192 陈馨梅 香料 21 李雪晴 

生物 201 袁静怡 香料 21 王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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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北京工商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 

十九、北京工商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二十、北京工商大学“最美层长” 

二十一、北京工商大学“最美宿舍长” 

生物 202 邓晏蓉 香料 21 吴正 

应化 201 高楷翔 应化 21 任光耀 

应化 202 王梓涵 应化 21 王薪舒 

 

 

 

 

 

应化 191 李嘉萱 

应化 191 杜澍 

 

 

 

 

 

生物 181 程诚 应化 201 王钧锋 

应化 192 崔浩然 轻研 2036 高雅 

应化 191 任若琪 

 

 

 

 

 

生物 211 陈思维 

 

 

 

 

 

东区三号楼 B 座 216 武琦 

东区三号楼 B 座 304 谢欣怡 

西区三号楼 107 刘蔻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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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北京工商大学“校园之星” 

西区四号楼 212 陈泽玉 

 

 

 

 

 

学业之星 

应化 201 王钧锋 

创业之星 

轻研 2035 孔令强 

科技之星 

生物 192 王楚伦 

实践之星 

应化 202 金子璇 

社工之星 

应化 191 李嘉萱 

防疫之星 

轻研 2131 刘佳琦 

志愿之星 

酿酒 20 王珂璇 

才艺之星 

轻工学院第二届舞蹈队 

（武琦、陈赫彤、李雪晴、孙琳佳、梁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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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语四级通过率超过 90%的班级 

二、英语六级通过率最高班级 

三、2022 届深造率超过 30%的班级 

 

 

第三部分    院级先进集体、个人 
 

 

 

 

 

 

 

班级 负责人 通过率 

生物 181 兰社益 96% 

 

 

 

 

 

 

班级 负责人 通过率 

生物 181 兰社益 67% 

 

 

 

 

 

 

班级 负责人 深造率 

生物 181 兰社益 75% 

生物 182 任清 44% 

应化 181 田红玉 52% 

应化 182 刘红芹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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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2 届就业率最高的班级 

五、学院优秀党支部 

六、疫情防控优秀班级 

 

 

 

班级 负责人 就业率 

生物 181 兰社益 100% 

轻研 1931 李晋 100% 

轻研 1932 孙立杰 100% 

轻研 1934 袁航 100% 

轻博 18 王书奇 100% 

 

 

 

 

 

 

支部名称 负责人 

生物化工、轻工技术与工程硕士生联合党支部 张芙睿 

应用化学研究生党支部 闫如毓 

博士生党支部 耿晓杰 

生物工程本科生党支部 潘寒姰 

应用化学本科生党支部 刘红芹 

 

 

 

 

 

 

班级 负责人 班级 负责人 

应化 192 陈馨梅 轻研 2037 高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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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金龙鱼奖学金 

八、德馨奖学金 

生物 201 武琦 轻研 2136 刘旭琦 

生物 212 台培翔 轻研 2234 霍腾 

应化 22 何阳 轻博 21 端宁 

 

 

 

 

 

 

轻研 2035 孔令强 轻研 2036 郝慧宜 

轻研 2033 王潇睿 轻研 2032 王俊山 

轻研 2136 葛蕊 轻博 19 王皓 

轻研 2133 武亚帅 

 

 

 

 

 

 

轻研 2131 文丽姣 应化 192 姚苏起 

轻研 2132 刘芮嘉 生物 201 谢欢欢 

轻研 2135 张津诚 生物 201 欧美玲 

轻研 2036 陈晓丽 应化 201 王钧锋 

轻研 2032 陕怡萌 应化 202 马润嘉 

轻研 2035 张芙睿 酿酒 20 韩梦君 

轻研 2036 王娜 酿酒 21 李方超 

轻研 2032 龚嘉妮 生物 211 陈思维 

轻博 21 梁淼 生物 212 台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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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味食源奖学金 

十、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突出贡献奖 

轻博 21 李亭 生物 21 贯通 赵依桐 

生物 191 冯浩圆 香料 21 双京新 

生物 192 王楚伦 应化 21 宋美悦 

应化 192 崔浩然 

 

 

 

 

 

 

生物 191 李雪 生物 212 沈玉莹 

生物 192 胡金淼 生物 21 贯通 祝梓鹏 

应化 191 呼瑞 香料 21 王雨倩 

应化 192 陈泽玉 应化 21 王宏杰 

生物 201 武琦 轻研 2036 高雅 

生物 202 李婕菡 轻研 2032 熊新雨 

应化 201 宫克谦 轻研 2032 王晓琴 

应化 202 谢欣怡 轻研 2034 李霞 

酿酒 20 刘欣欣 轻研 2035 张楷 

酿酒 21 虞美丽 轻博 21 陈尔豹 

生物 212 周子怡 轻博 19 李晴 

 

 

 

 

 

 

应化 191 贾晓蕊 应化 202 何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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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疫情防控优秀工作者 

十二、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优秀班主任助理 

生物 192 代辰浩 应化 202 谢欣怡 

生物 191 于晓龙 酿酒 20 王珂璇 

应化 191 李嘉萱 轻研 2134 戴玮 

应化 201 王钧锋 

 

 

 

 

 

 

应化 191 朱宏宇 轻研 2134 王家栋 

生物 202 张家慧 轻研 2134 付卓 

香料 21 郝孝帆 轻研 2233 陈锡 

生物 222 魏雨洁 联培 陈璐 

轻研 2031 慕静 应化 191 聂天杰 

轻研 2133 武亚帅 应化 201 贾玉成 

轻研 2126 刘旭琦 生物 201 平子康 

轻研 2137 司斌斌 

 

 

 

 

 

 

应化 201 王钧锋 生物 201 姚英豪 

应化 201 段晓雨 酿酒 20 韩骑旭 

应化 202 谢欣怡 生物 192 胡金淼 

生物 201 袁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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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喜庆二十大，奋进新征程”先进个人 

 

 

 

 

 

应化 201 段晓雨 香料 21 双京新 

应化 201 王钧锋 香料 21 梁雅宁 

应化 202 张欣彤 香料 21 李雪晴 

应化 22 何阳 应化 201 石亚妮 

应化 22 马捷 香料 21 王雨倩 

应化 201 赵晨 应化 202 何济清 

生物 222 李晴 应化 21 王宏杰 

生物 221 郝雨晨 应化 201 刘璐 

生物 222 程然 应化 202 谢欣怡 

香料 21 孙琳佳 酿酒 22 蔡凌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