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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油〔2016〕41号 
 

 

关于表彰奖励 2016 年考研组织工作先进 
院（系）和考取硕士研究生学生的决定 

 

为了调动各院（系）组织、动员和指导应届本科生报考硕士

研究生的积极性，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积极报考硕士研究生，提

高我校毕业生考研率和录取率，积极践行“励学笃行，自强不息”

的优良学风，根据《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考研奖励暂行办法》，学

校决定对 2016年考取硕士研究生录取率前 5名的环境与生物工程

学院等 5个考研组织工作先进院（系）和袁楷涛等 214名考取 2016

年硕士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给予表彰奖励，每个院（系）奖励 3000

元，每位同学奖励 500元。 

希望各院（系）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考研组织辅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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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把考研工作与学风建设和创新创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努力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考研录取率，推动学校学风建设再上新台阶。

希望广大同学以考取硕士研究生的同学为榜样，努力学习，积极

进取，践行“励学笃行，自强不息”的优良学风，努力把自己培

养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附件：1．2016年考研组织工作先进院（系）名单 

2．2016年考取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名单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016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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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年考研组织工作先进院（系）名单 
 

院（系） 录取人数 本科毕业班人数 录取率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36 394 9.14% 

理学院 28 369 7.59% 

石油工程学院 11 172 6.40% 

外国语学院 9 175 5.14% 

机电工程学院 29 651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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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考取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名单 
 
序号 院（系） 班  级 姓  名 录取学校 

1 

石油工程学院 

11人 

储运 12-1班 袁楷涛 昆明理工大学 

2 储运 12-2班 陈帝文 西南石油大学 

3 储运 12-2班 黄  璞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4 储运 12-2班 王兴发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5 储运 12-3班 郭海星 西南石油大学 

6 储运 12-3班 徐  昕 西南石油大学 

7 储运 12-4班 晋国栋 西南石油大学 

8 储运 12-4班 赵升富 西南石油大学 

9 储运 12-4班 陈泽强 西南石油大学 

10 储运 12-4班 管  悦 英国阿伯丁大学 

11 储运 12-2班 王  杰 加拿大约克大学 

12 

化学工程学院 

26人 

化工 12-1 程博贞 石河子大学 

13 化工 12-1 杨  萍 湘潭大学 

14 化工 12-1 席国锋 西安石油大学 

15 化工 12-1 黎志豪 西南石油大学 

16 化工 12-1 冯  璟 常州大学 

17 化工 12-2 梁键星 常州大学 

18 化工 12-2 皮本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9 化工 12-3 郭家林 南京工业大学 

20 化工 12-3 曹  姗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21 化工 12-3 胡春付 华东理工大学 

22 化工 12-3 方祝青 北京理工大学 

23 化工 12-4 李东楠 南京理工大学 

24 化工卓越 12-2 刘  稳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5 化工卓越 12-2 刘丽铭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6 化工卓越 12-2 杨钰莹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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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 班  级 姓  名 录取学校 

27 

 

化工卓越 12-2 张  宁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8 应化 12-3 钟梓俊 暨南大学 

29 应化 12-4 黄晓玲 华南师范大学 

30 应化 12—4 周娟娟 西北师范大学 

31 应化 12—4 廖俊威 广东工业大学 

32 高分子 12-1 戴婉婷 暨南大学 

33 高分子 12-1 徐  波 暨南大学 

34 高分子 12-1 刘  竞 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能源所 

35 高分子 12-2 粟小颖 华侨大学 

36 高分子 12-2 余  赟 北京化工大学 

37 高分子 12-3 方  星 广西大学 

38 

环境与生物 

工程学院 

36人 

给排水 12-1 黄耀煌 广西大学 

39 给排水 12-1 陈冠言 广西大学 

40 给排水 12-1 关鹏祥 北京建筑大学 

41 给排水 12-2 邓俊杰 澳门大学 

42 给排水 12-2 何润康 香港理工大学 

43 给排水 12-2 王 钦 苏州科技大学 

44 给排水 12-2 蔡聆聆 华南师范大学 

45 给排水 12-2 刘昌强 北京建筑大学 

46 环境 12-1 叶建文 广东工业大学 

47  环境 12-2 秦婧昱 常州大学 

48  环境 12-2 贾竞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49 生工 12-1 卢志杰 华南师范大学 

50 生工 12-1 梁宇鹏 云南大学 

51 生工 12-1 黄壮壮 江南大学 

52 生工 12-1 邱  涌 暨南大学 

53 生工 12-1 刘天开 汕头大学 

54 生工 12-2 庄玉婷 华南农业大学 

55 生工 12-2 林海蛟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56 生技 12-1 周海琪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57 生技 12-1 张维彬 福建农林大学 

58 生技 12-1 冯健锋 暨南大学 

59 生技 12-1 方壮杰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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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 班  级 姓  名 录取学校 

60 

 

生技 12-2 陈学明 暨南大学 

61 生技 12-2 李晨晨 宁波大学 

62 生技 12-2 冉梦梦 中国农业大学 

63 生技 12-2 谢开鑫 暨南大学 

64 生技 12-2 张勇军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65 生技 12-2 张拜宏 华南师范大学 

66 生技 12-2 叶锦玉 上海海洋大学 

67 生技 12-2 叶国玲 天津农学院 

68 生技 12-2 吴彩凤 华南师范大学 

69 食品 12-1 董华发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70 食品 12-1 金明玉 广东药科大学 

71 食品 12-2 梁  妍 华南农业大学 

72 食品 12-3 钟玉娇 南昌大学 

73 食品 12-3 周  雄 华南农业大学 

74 

机电工程学院 

29人 

机电 12-1 汪快进 广东工业大学 

75 机电 12-1 罗志鹏 广东工业大学 

76 机电 12-2 何冠楠 广东工业大学 

77 机电 12-3 孟永贤 汕头大学 

78 机电 12-3 黄盼盼 汕头大学 

79 机电 12-3 王灯桂 深圳大学 

80 装控 12-1 李  衡 常州大学 

81 装控 12-3 朱  杰 常州大学 

82 装控 12-4 陶佩杰 贵州大学 

83 装控 12-4 余海民 海南大学 

84 装控 12-4 黄景志 深圳大学 

85 装控 12-5 张桂娟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86 工业 12-2 胡攀峰 重庆大学 

87 工业 12-2 袁国彬 暨南大学 

88 工业 12-2 陈森鹏 昆明理工大学 

89 材控 12-1 陈  友 西南交通大学 

90 材控 12-1 黄少伟 广东工业大学 

91 材控 12-2 夏  鹏 广东工业大学 

92 设计 12-1 高  玉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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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 班  级 姓  名 录取学校 

93 

 

设计 12-2 吴少欣 华南理工大学 

94 设计 12-3 梁嘉欣 华南理工大学 

95 设计 12-2 陈建都 广东工业大学 

96 设计 12-2 朱海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97 热动 12-1 彭智力 湘潭大学 

98 热动 12-2 时晨晨 东北电力大学 

99 热动 12-2 王义姚 上海理工大学 

100 热动 12-2 李  成 上海电力学院 

101 工业 12-2 何琪琦 英国卡迪夫大学 

102 装控 12-5 谢琬怡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103 

计算机与 

电子信息学院 

25人 

测控 12-1 薛晨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04 测控 12-1 郭广韬 暨南大学 

105 测控 12-2 胡俊伟 北京工业大学 

106 测控 12-2 吴炜垣 澳门科技大学 

107 电气 12-1 李广创 广东工业大学 

108 电气 12-1 刘明相 福建工程大学 

109 电气 12-2 尹善禧 西安工程大学 

110 电气 12-3 周伟坤 广东工业大学 

111 电气 12-4 陈仿雄 广东工业大学 

112 电气 12-4 卢天利 广东工业大学 

113 电气 12-4 张伟新 广东工业大学 

114 电气 12-5 刘  鹏 浙江理工大学 

115 电气 12-5 吴  漫 昆明理工大学 

116 电气 12-5 顾康康 安徽大学 

117 电气 12-5 喻君瑶 深圳大学 

118 电信 12-1 孙洋洋 云南大学 

119 电子 12-1 张宇维 广东工业大学 

120 电子 12-1 吴楚欣 深圳大学 

121 电子 12-1 邓柏飞 暨南大学 

122 电子 12-1 詹瀛鱼 广东工业大学 

123 计算机 12-2 钟琼丽 汕头大学 

124 计算机 12-2 徐  驰 云南大学 

125 自动化 12-1 高晓斌 广东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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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 班  级 姓  名 录取学校 

126 
 

自动化 12-1 郭蒙召 南开大学 

127 自动化 12-2 冯文超 广东工业大学 

128 

建筑工程学院 

10人 

土木 12-2 黄庆伟 湖南大学 

129 土木 12-2 梁强武 广州大学 

130 土木 12-2 龙锦添 广州大学 

131 土木 12-2 陆彦楠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32 土木 12-2 张超越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133 工管 12-1 卓振尧 广东工业大学 

134 工管 12-1 于红红 广州大学 

135 建筑学 11-1 潘  飞 深圳大学 

136 建筑学 11-1 刘彦峰 深圳大学 

137 土木 12-2 李  豪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138 

文法学院 

17人 

历史 12-1 钟晓君 广西师范大学 

139 历史 12-1 郑芷伦 华南师范大学 

140 历史 12-1 陈雪晶 贵州师范大学 

141 历史 12-1 曾蕴坚 澳门科技大学 

142 历史 12-2 李雅菲 郑州大学 

143 历史 12-3 杨玲锋 苏州科技大学 

144 法学 12-2 谭湖阳翊 暨南大学 

145 思政 12-1 郑洵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46 思政 12-1 伍应洪 海南大学 

147 思政 12-1 姚志颖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148 思政 12-2 柳家志 浙江理工大学 

149 思政 12-2 李  硕 吉林大学 

150 思政 12-2 赵  杰 安徽大学 

151 思政 12-2 雷慧杰 长江大学 

152 学前教育 12-1 方佳思 湖南师范大学 

153 学前教育 12-1 陈若薇 澳门大学 

154 中文 12-2 张平虎 安徽师范大学 

155 

理学院 

28人 

地理 12-1 蔡嘉欣 香港中文大学 

156 地理 12-1 车秋丽 广州大学 

157 地理 12-1 成方龙 广州大学 

158 地理 12-1 邓智天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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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 班  级 姓  名 录取学校 

159 

 

地理 12-1 黄嘉慧 华南师范大学 

160 地理 12-1 雷志成 广州大学 

161 地理 12-1 游爱华 华南师范大学 

162 地理 12-2 陈柳英 福建师范大学 

163 地理 12-2 杜满聪 广州大学 

164 地理 12-2 赖林琳 福建师范大学 

165 地理 12-2 潘美婷 广州大学 

166 地理 12-2 杨  若 首都师范大学 

167 教技 12-1 安  军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 

168 教技 12-2 安余粮 天津师范大学 

169 教技 12-2 王尚仁 香港理工大学 

170 数学 12-1 李伟书 广东财经大学 

171 数学 12-1 杨婷梅 广州大学 

172 数学 12-1 张伟莲 华南师范大学 

173 数学 12-2 高  敏 江苏师范大学 

174 物理 12-1 谢俊鹏 暨南大学 

175 物理 12-1 谢迓仔 暨南大学 

176 物理 12-1 张思鸿 南昌大学 

177 物理 12-1 郑  颖 华南师范大学 

178 物理 12-2 黄炳森 暨南大学 

179 物理 12-2 蒋天然 中山大学 

180 信息 12-1 韩小东 华南师范大学 

181 信息 12-1 冷新杨  安徽大学 

182 信息 12-2 谢伟浩 深圳大学 

183 

外国语学院 

9人 

英语 12-1 郑倔俊 云南大学 

184 英语 12-1 谢潇雨 暨南大学 

185 英语 12-2 余红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86 英语 12-2 宁梓冰 广西师范学院 

187 英语 12-2 吴美静 泰国苏兰拉里科技大学  

188 英语 12-2  陈虹伶 澳门城市大学 

189 经英 12-2 胡  慧 东北林业大学 

190 经英 12-2 张  引 华南师范大学 

191 经英 12-2 王  芳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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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院（系） 班  级 姓  名 录取学校 

192 

经济管理学院 

18人 

会计 12-1 曹小锋 广东金融学院 

193 会计 12-2 王毅婕 广东财经大学 

194 注会 12-2 王威振 辽宁大学 

195 注会 12-3 黄晖越 暨南大学 

196 会计 12-2 李  玥 英国约克大学 

197 国贸 12-2 张靖文 云南民族大学 

198 营销 12-1 周书雅 广西师范学院 

199 会计 12-2 姚海涛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200 国贸 12-2 赵晓雪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201 物流 12-1 银  胤 英国利物浦大学 

202 注会 12-3 黄咏卉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 

203 注会 12-2 史晓涵 香港理工大学 

204 注会 12-1 张欣怡 香港岭南大学 

205 注会 12-1 酉金徽 澳门科技大学 

206 注会 12-2 陈婉怡 澳门科技大学 

207 注会 12-3 周若晗 澳门科技大学 

208 国贸 12-1 吕  妍 澳门科技大学 

209 国贸 12-1 李志娇 澳门科技大学 

210 

体育学系 

4人 

体育 12-1 李庆红 吉林体育学院 

211 体育 12-2 林显虹 吉林体育学院 

212 体育 12-4 李天龙 福建师范大学 

213 体育 12-2 仓海啸 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 

214 
艺术系 

1人 
音乐表演 12-1 黄淑美 华南理工大学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发：各院（系、部）、机关各处室。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办公室                  2016年 6月 2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