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上 海 杉 达 学 院 文 件 
 

 
杉达内(学)〔2019〕23 号 

 

 

上海杉达学院关于表彰 2019~2020 学年 

新生奖学金获得者的决定 
 

各学院： 

为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培养，鼓励优秀学生报考我校，根据《上

海杉达学院关于印发<上海杉达学院新生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杉达内（学）〔2015〕22 号）的文件要求，结合 2019 年实

际招生情况，学校决定授予韩占成等 9 名学生 2019~2020 学年新生

奖学金特等奖，授予苏振豪等 47 名学生新生奖学金一等奖，授予朱

国庆等 69 名学生新生奖学金二等奖。 

希望获奖学生再接再厉，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取得更大的进步；

希望全体新生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发扬“勤奋、求是、开拓、

创新”的校训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品学兼优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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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决定。 

 

附件：上海杉达学院 2019~2020 学年新生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上海杉达学院 

201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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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杉达学院 2019~2020 学年新生奖学金获奖者名单 
 

新生奖学金特等奖（9 人）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f19042526 韩占成 f19024209 蒋娅茹 f19011125 温庆凡

f19024108 贾梦真 f19011219 李铁文 f19062229 孙华君

f19073111 李沅羲 f19062315 王岳 f19041323 谭博伦
 
新生奖学金一等奖（47 人）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f19021221 苏振豪 f19041418 何伊健 f19041130 徐心雨

f19021504 杜春莹阳 f19061612 凌秋贻 f19011215 韩子龙

f1901111 刘俊杰 f19021512 余稳稳 f19311214 聂亚军

f19064226 朱若彤 f19011305 石玉霞 f19011213 董雷 

f19031430 周旭 f19075209 张思雨 f19031313 宛钱丽

f19031317 许帆 f19021411 时佩怡 f19041229 姚放 

f19021315 胡晓玲 f19061303 陈小梅 f19091225 张琴 

f19064115 唐子珍 f19062305 黄梅 f19064206 付婷 

f19061521 肖艳萍 f19031324 金凯 f19031405 黄仪 

f19041607 黄霞 f19061523 岳媛 f19041212 夏滢东

f19031316 吴昱蓉 f19075205 文诗韵 f19021326 姜苏恒

f19062427 邱泽坤 f19033620 朱贇 f19061608 李海琦

f19021329 王睿笛 f19073118 伊天骄 f19011316 梁赫航

f19041110 徐赫遥 f19031319 叶婕 f19011408 陈奎 

f19041313 张宇 f19031330 赵世坤 f19031126 李建华

f19023127 焦瀚霖 f19033305 何育姮   
 
新生奖学金二等奖（69 人）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f19021429 朱国庆 f19061308 何影 f19031409 李泽月 

f19061408 刘静洁 f19041128 汪佳伟 f19041214 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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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9024220 姚兰兰 f19041421 罗其龙 f19093402 方柳柳 

f19062113 石羽菁 f19064223 张怡晨 f19061606 赖建雨 

f19024133 赵闯 f19041531 王浩 f19041614 王曼 

f19024208 江悦 f19052430 杨智涵 f19071309 方雷 

f19015228 郑记 f19041402 陈文雅 f19015131 朱博文 

f19011128 袁奇 f19075217 琚正 f19041501 陈自丽 

f19021619 金李坤 f19011119 罗瑞明 f19033130 许圣阳 

f19021405 江晔 f19015217 兰垚 f19011225 吴晓飞 

f19024218 王悦彤 f19031201 陈顺梓 f19011329 张熠 

f19076112 郭东方 f19076216 尚一 f19076209 姜亮亮 

f19061312 施心怡 f19024114 汪承昕 f19062405 李文汐 

f19041532 王绪安 f19061121 严行知 f19011208 陈俊峰 

f19011321 潘潇 f19093334 张宇鹏 f19023209 施佳炎 

f19061611 孙誉函 f19093424 李强强 f19011425 杨涛 

f19024130 游兆杰 f19021622 李雨航 f19021623 卢宇轩 

f19041305 黄一意 f19031127 缪鹏圳 f19024126 林泽楷 

f19033505 李祎 f19022108 罗明宜 f19093227 邓煜 

f19041507 彭庆琳 f19021409 蒲子仪 f19021605 胡月 

f19052214 王瑞晗 f19093214 韦嘉彤 f19021609 吕明瑶 

f19021413 田雨琦 f19211117 张乃文 f19211213 孙双月 

f19093320 赵雪涵 f19086116 穆奥 f19092226 郑巧笛 

 

 

 

 

 

  

 

上海杉达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