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函件 

教教[2019] 043 号  

                                                       

2019 年“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 

推荐名单公示 

南京农业大学 2019 年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根

据学生自愿报名，学院推荐,专家评审，现将推荐名单予以公示。公

示三天，如对公示内容有疑义，请在 4 月 4 日下午 15 点前与教务处

吴老师联系，联系电话 84399026。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 年级 项目课程 GPA 

朱江霖 21116306 外语 英语 三年级 爱丁堡大学教育管理课程 3.81 

鲍昕 21118226 外语 英语 一年级 

爱丁堡大学商务英语与欧洲

文化课程 3.9 

何文琪 31317210 工学院 物流工程 二年级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供

应链管理课程 3.51 

陈扬 9182210524 人文 社会学类 一年级 

杜克大学全球人文与社会比

较研究课程 3.85 

相榕 21117314 外语 英语 二年级 多伦多大学教育学课程 3.69 

周垚 14118324 园艺 园艺专业 一年级 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课程 3.23 

徐宗瑜 31417408 工学院 工程管理 二年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管

理课程 3.96 

刘锦源 19316107 信息 网络工程 三年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工智

能课程 3.71 

高源 11317121 金融 会计 二年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商业分

析课程 4.04 

伊凡 19117104 信息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二年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据科

学课程 4.09 

夏心语 30217125 理学院 统计学 二年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据科

学课程 3.97 



吴婷晖 32317221 工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二年级 

剑桥大学电子工程与纳米技

术课程 3.96 

薛思怡 30217427 资环 环境科学 二年级 

剑桥大学气候变化与环境治

理课程 3.28 

毛雪颖 13616207 资环 农业资源与环境 三年级 

剑桥大学气候变化与环境治

理课程 3.68 

朱海璐 13316108 经管 

金善宝实验班（经

济管理类） 三年级 

剑桥大学人力资源与市场营

销课程 3.85 

周冠岚 9172210422 人文 法学 二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律、政治

及西方社会学课程 4.04 

林悦凡 31117114 人文 法学 二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律、政治

及西方社会学课程 3.64 

谢子琳 16216229 经管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三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律、政治

及西方社会学课程 3.59 

蒲昱竹 32317214 外语 英语 二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媒体、文化

与艺术课程 3.72 

李雨晴 9171810205 经管 国际经济与贸易 二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商业、金融

和信息管理课程 4.18 

赵钰菡 16217119 金融 金融学 二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商业、金融

和信息管理课程 3.94 

陆瑾瑜 22316113 经管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三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商业、金融

和信息管理课程 3.8 

张家维 13216110 园艺 园林 二年级 

伦敦艺术大学艺术与设计课

程 3.7 

王声涵 14216101 园艺 园林 二年级 

伦敦艺术大学艺术与设计课

程 3.46 

王贺 14317104 园艺 园林 二年级 

伦敦艺术大学艺术与设计课

程 3.96 

马家瑶 16117102 经管 农林经济管理 二年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企业财务

及曼彻斯特大学企业家精神

与中小企业发展课程 4.03 

刘馨忆 32117116 金融 金融 二年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企业财务

及曼彻斯特大学企业家精神

与中小企业发展课程 4.13 

韩浣溪 11318125 生科 生物技术 一年级 

麦克马斯特大学现代电子医

疗研究 3.08 

郭珂彤 9172210428 人文 社会学 二年级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全球化、跨

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

程 3.75 

刘辛锐 9173011811 金融 金融 二年级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全球化、跨

国企业管理与金融衍生品课

程 3.94 

裴杨 21117323 外语 英语专业 二年级 墨尔本大学英语教育课程 3.86 



赵宇晴 9181810324 食品 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年级 圣路易斯大学全球健康课程 4.08 

刘孟阳 31417212 工学院 工程管理 二年级 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3.59 

于银凤 31416402 工学院 工程管理 三年级 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3.93 

颜雅琦 31417124 工学院 工程管理 二年级 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3.65 

谢雨霏 31417122 工学院 工程管理 二年级 台湾大学土木工程课程 3.47 

杜淑敏 30217304 经管 工商管理 二年级 西北大学整合市场营销课程 3.53 

刘佳慧 16716108 经管 市场营销 三年级 西北大学整合市场营销课程 3.78 

耿一彪 31117306 金融 金融学 二年级 悉尼大学金融管理课程 3.87 

赵若冰 31416117 工学院 工程管理 三年级 香港大学环球创意工业课程 3.76 

石凌然 33116205 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

自动化 三年级 

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

动性研究课程 3.36 

孟逸飞 33116223 工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三年级 

亚琛工业大学汽车技术与移

动性研究课程 3 

李诗禹 20116111 公管 行政管理 三年级 

宾夕法尼亚大学 21 世纪政府

管理与社会课程 3.82 

张逸勤 19117115 信息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二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计算机科

学、技术发展和应用课程 3.36 

郭祥月 19117125 信息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二年级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计算机科

学、技术发展和应用课程 3.99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 

2019年 4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