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美大学教务处文件 

教务〔2015〕30号 

关于公布集美大学第七届大学生数学竞赛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 

为推进学风建设，调动广大同学对高等数学学习的积极性，

我校举办了第七届大学生数学竞赛，共有 372人参赛，经过紧张

的比赛和评委老师的严格评判，现已圆满结束。本次竞赛共评出

特等奖 3 名，一等奖 11 名，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28 名。现将

获奖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附件： 

集美大学第七届大学生数学竞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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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集美大学第七届大学生数学竞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备注 

1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 1419 201421138275 徐韬锐 特等奖 理工类 

2 轮机工程学院 电气 1211 201221023008 林建亨 特等奖 理工类 

3 诚毅学院 财政 1291 201241011016 邱宏 特等奖 经管类 

4 理学院 物理 1412 201421144060 刘德培 一等奖 理工类 

5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 1411 201421112020 叶小文 一等奖 理工类 

6 轮机工程学院 电气 1211 201221023019 汤邵建 一等奖 理工类 

7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电 1312 201321144048 冯伟龙 一等奖 理工类 

8 轮机工程学院 船舶 1414 201421022109 翁美武 一等奖 理工类 

9 航海学院 物流 1312 201321013074 潘紫祥 一等奖 经管类 

10 航海学院 交通 1315 201321014013 张文恺 一等奖 经管类 

11 财经学院 金融 1414 201421062128 郑奕娴 一等奖 经管类 

12 财经学院 经济 1411 201421064011 孟雪 一等奖 经管类 

13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1214 201221087319 蔡婷婷 一等奖 经管类 

14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1313 201321087226 周艳彬 一等奖 经管类 

15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 1312 201321112059 刘章 二等奖 理工类 

16 信息工程学院 电科 1411 201421113022 吴楚锟 二等奖 理工类 

17 理学院 光电 1412 201421145060 周文 二等奖 理工类 

18 理学院 物理 1212 201221144048 蓝江山 二等奖 理工类 

19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 1412 201421112047 蒋安兰 二等奖 理工类 

20 理学院 物理 1412 201421144049 曾春华 二等奖 理工类 

21 轮机工程学院 电气 1412 201421023045 陈永福 二等奖 理工类 

22 理学院 数学 1311 201321141042 王慧玲 二等奖 理工类 

23 理学院 数学 1311 201321141029 吴智杰 二等奖 理工类 

24 轮机工程学院 电气 1211 201221023025 秦瑜瑞 二等奖 理工类 

25 财经学院 金融 1413 201421062113 赖钟林 二等奖 经管类 

26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1312 201321087070 路晓和 二等奖 经管类 

27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 1417 201421087241 郑诗莹 二等奖 经管类 

28 财经学院 金融 1413 201421062092 邹佳倩 二等奖 经管类 

29 航海学院 交通 1213 201221012063 冀颖 二等奖 经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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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备注 

30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1214 201221087064 林丽娇 二等奖 经管类 

31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1311 201321087181 王艺璇 二等奖 经管类 

32 航海学院 交通 1213 201221012088 魏路闿 二等奖 经管类 

33 航海学院 交通 1213 201221012092 刘炬 二等奖 经管类 

34 财经学院 经济 1411 201421064012 杨雅欣 二等奖 经管类 

35 理学院 物理 1311 201321144028 汪隆喜 三等奖 理工类 

36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 141E 201421138405 黄泽琼 三等奖 理工类 

37 信息工程学院 电科 1311 201321113022 温耀泉 三等奖 理工类 

38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 1413 201421111071 柯家新 三等奖 理工类 

39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 1412 201421112044 高文会 三等奖 理工类 

40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机械 1418 201421138234 刘轶豪 三等奖 理工类 

41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 1411 201421121024 胡小亮 三等奖 理工类 

42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 1412 201421111046 林荣昆 三等奖 理工类 

43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 1414 201421111111 陈子琦 三等奖 理工类 

44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 1212 201221112032 张洁 三等奖 理工类 

45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 1212 201221112003 陈宇宁 三等奖 理工类 

46 轮机工程学院 船电 1414 201421024118 丁鑫珍 三等奖 理工类 

47 轮机工程学院 电气 1411 201421023024 郭鸿旭 三等奖 理工类 

48 航海学院 交通 1214 201221012114 孟成斐 三等奖 经管类 

49 航海学院 物流 1411 201421013005 陈素霞 三等奖 经管类 

50 财经学院 国贸 1312 201321063049 蔡婷婷 三等奖 经管类 

51 财经学院 国贸 1413 201421063100 丁琼琼 三等奖 经管类 

52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 1413 201421087078 陈梦婷 三等奖 经管类 

53 财经学院 财政 1411 201421061013 路琪瑶 三等奖 经管类 

54 财经学院 国贸 1413 201421063122 黄旭辉 三等奖 经管类 

55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 1412 201421085047 康依玲 三等奖 经管类 

56 财经学院 国贸 1414 201421063144 邵天 三等奖 经管类 

57 轮机工程学院 轮机 121A 201221021341 刘永志 三等奖 经管类 

58 航海学院 交通 1413 201421012076 陈瑜 三等奖 经管类 

59 财经学院 经济 1411 201421064030 王灿阳 三等奖 经管类 

60 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 1213 201221087191 朱慧兰 三等奖 经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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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获奖等级 备注 

61 财经学院 国贸 1414 201421063143 师瑜 三等奖 经管类 

62 工商管理学院 管理 1412 201421087061 徐英姣 三等奖 经管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