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工程学院2018-2019学年优秀学生评定结果公示

     根据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关于开展2018-2019学年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及评先、奖
（助）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武汉理工大学学生手册》（2018版）评估奖励相关办法等
文件要求，经个人申请、班级评议、学院审查，现将优秀学生评定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为2019年10月14日—10月16日，具体名单如下：

校三好学生标兵

任建伟 曹贤武 李晓慧 董宝慧 罗伟豪 常梦迪 王一凡

张国龙 李志成 陈港澳 王宇恒 魏杰 贺帅宇

校三好学生

戴宇佳 吴航 刘洁 范朝辉 王俊杰 李浩 舒鹏

周易岗 齐睿彬 罗来臻 胡芙瑜 刘明昕 葛善恒 雷伟佳

温宇钦 张淑雯 张瑾文 陈佐义 区俊浩 付清晨 蒋亚龙

柯煜威 周汝鑫 严周周 殷菲 王本丞 程文燕 王书院

贺欣欣 周礼 朱子翰 田仁久 张林聪 毛江艳 沈凯

李枫 邹胤康 殷婷 韦倩 许嘉浩 宋小蝶 左毓栗

陶鹏 刘煜 沈益帆 叶俊杰 王淼 李海林 杨一环

杨慰 于寒至 吴傲霜 杨梦兰 彭帅宇 王超群 王家宁

刘晓菲 刘顿 张鑫 柴子艺 甘贺 范春辉 程浩远

王峻晖 王蓉 张恒 胡雪晴 邱丹 卢成芳 朱李贝

王庚莹 任子菁 赵康 李煜 李煜 郑昕 张卓妮

向琪 姜棋海 黄茜雅 许波涛 段金红 刘子扬 张戈旭

余泉璋 刘智 张育龙 刘浩岩 涂铭茜 何灏 杨方旭

李怡函 付剑宇 潘航 陈锋祥 彭丽君 胡欣蓉 冯典

刘斌

校优秀学生干部

李天标 高涵 田傲翔 高川琦 刘乂瑄 林镇河 冯娜

曾勇 任梦婷 凌华志 姜志文 唐欣 李兰兰 何艺鸣

张瑀 赖云飞 赵璇 刘明霞 马冲 任云龙 李浩

洪欣悦 贾爱玲 田露 邓海彬

院三好学生

罗洋 王浩 窦斌 倪鹏程 付超 尚欣悦 崔可源

何悦 宗子凯 刘春红 王玉倩 王阳辉 王锦花 付传志

樊成 吴彦 陈宇杭 汪梦琦 滕智 许佩茹 黄雪娜



陈美 沈京烨 赵文琴 简丹 刘源涛 王志浩 刘裕燊

柳依依 任松柏 郑港旭 张轶凡 石劲松 杨彩云 王东

雷阿会 赵国栋 余忠义 刘学良 彭瑞 王元昊 张钧华

刘迪 李明 杨勰 吴康迪 周枫清 亓鹏 徐诚祺

王肖 杨畅 李俊豪 夏启炜 徐彦兆 白玥 李飞扬

吴梓芸 柳杏 徐子茗 陈雨佳 陈潇蒙 李玉玮 刘靖

唐骏豪 殷庆辉 权世文 张震 刘付政 赵薇薇 刘炳员

叶佳妮 王俊杰 杨霞 陈嘉祺 刘慧 张孝杰 苏战博

王涛 邢胜博 刘长坤 朱盛楠 吴志意 刘有红 刘汉卿

冯巧赢 刘玉松 周婷玉 张孟树 宋远航 蔡思原 李嘉群

林锋 齐建业 王自立 苏蕾 陈晟 宗帅 罗军帅

邓文慧 王超宇 冯秋实 王鸿彬 饶家曦 程奕舜 张惠敏

潘佳骏 金晨星 杜闯 陆海洋 成相璋 黄嘉仪 万雨杰

徐小荃 王慧慧 刘俊杰 黄宇 单庆洁 王海源 宁少波

罗瑞良 罗瑞良 唐芊桐 邹珊珊 李新军 艾饶茜 殷芳锐

李志恒 孔信雲 余凌峰 田苗 胡语萌 蒋冯芳 罗淮中

冯激扬 黄成智 周新博 姚永可 张志扬 王禹 朱琪

王迪 周则成 黄俊彦 师钰欣 李颖 黄明水 刘翔

蔡志淞 张刘兵 吴冉 常佳成 尹泽琦 王久荣 晏宇杰

刘通 王广谦

院优秀学生干部

何俊俊 陈昀龙 曹啸峰 夏艳东 王振通 陈炳钦 白振立

王心诚 刘若楠 王灿文 袁凤 蔡标伟 白云鹏 安纯坤

戚衷赫 何锐冠 龚子怡 曹译宣 马妍妍 周欣 朱美辰

陈叙 郑仔豪 袁高展 张 苗风一 文盛天 彭佳宁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10月16日前以书面形式与物流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进
行反馈，联系电话027-86567321。

物流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19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