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8 年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结果的公示 

 

各学院： 

    根据《大连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管理办法》（大

海大[2018]102 号），经学生本人申报，各学院审核认定，学校复核，

现将我校本年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结果进行公示。通过名单如

下： 

法学院（海警学院）141 人： 

2016 级（141 人）： 

行政 2016-1（26 人）：魏婷婷 黄婷  丘梦丹 高美女 柯欣宇 林慧欣 韩基成 高嘉沐

王彦 梅周丹  杨丹  扎西   宋雪 徐志程 刘哲华 卜怡  苏睿 格桑德吉  施

瑞林 闯镜泓  冯新平 刘晨旭 夏熙茹 王楠   杨雪 张桐 

 

行政 2016-2（29 人）：赵默含 刘艺  温储源 金莲  边佳怡 褚鑫  李昌华 孙玉静 尤泳  魏

倩 江措索朗 李戬  赵丽  冯忠慧 孟心如 刘朵  张泉乐 杨清凯 桑培洛布  于

鹏  伍心怡  赵艳玲 滕思宇 张威  张晓雨 乔金雯 孙琦  王春洋 黄启航 

 

法学 2016-1（27 人）：王馨宇 章春燕 李嘉欣 申傲  王飞杰 覃凌峰 孙攀来 董敏 王

颖  王一妃 万彤  王夏梓璇  王一贺 吴仪  林刘思彤 王杉  刘鑫 孟庆宇 赵

书悦 叶子程 许嘉迎 訾艺男 邓春晖 梁相  时尚 金梅曲珍  土旦尼玛 

 

法学 2016-2（2 人）：许佳鑫 王彦 

人力 2016-1（29 人）：刘培培 徐尚锦 陈琼  白雪慧 方励东 李燕潇 张书榕 李柯壮

 焦钰迪 张典  崔仕伯 蒋雪纯 王荞荞 田馨园 魏菲  王佳镕 李思宇 伏星多 刘

娇 朱晶晶 王驰  孙怿 冉松鑫 翟文慧 唐颖琪 落桑甲措  贡觉扎西 桑旦平措  李

柯壮 

人力 2016-2（28 人）：赵雅雯 何永慧 岳彤  李海月 次德吉 嘎玛卓嘎 李卓  杜宇 王

莘越  金铭宇 韩恬  刘禹  李欣雨 谢座勤 王芳  刘云  刘程玉博 马鸿源 李

茗馨  于念欣 吕妙燃 吕奕霖 胡贵杰 郭政  李家鼎 刘永成 陈志豪 四郎多邓 



 

理学院 43 人： 

2016 级（40 人）： 

物理 2016(14 人）: 杜浩萌 高琦 韩大林 洪麟 胡智建 李文宇 沈超 田

阅 王结民 王时萱 吴枚杰 徐小罡 张红 赵嘉禄 

信息 2016-1（17 人）：唐汉文 蔺旭鸿 宋佳慧 包童 高永吉 胡玉滨 王妍迪

 郭鹏程 林丝雨 周孔 范华雨 李晴 陈晓娉 刘婷 刘胜勇 刘德宇 孙

铭泽 

信息 2016-2（9 人）：令狐波澜 宋茜茜 钟晓伟 孙玉 唐飞虎 刘昱辉 刘天甲

张连贺 吴香港 

2017 级（3 人）： 

物理 2017（1 人）：孔殿富 

信息 2017-1（1 人）：吴旺旺 

信息 2017-2（1 人）：蔡金红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124 人）： 

2016 级（116 人）： 

港工 2016-1（12 人）：董广阳 刘露 潘正虎 罗兵 冯靖雅 涂凯洋 张旺 

王皓 胡昂荣 杨紫怡 李佳睿 李森 

港工 2016-2（9 人）：李阳 解明路 解斯达 关博文 黄黎明 张家鹤 李亮 张

冲 郭昌盛 

港工 2016-3（17 人）：李明全  梁翰文 林裕强 冯照东 梁宇婷 刘朝霞 韩伟

 白宇欣 项楚洁 黄博 徐晨阳 白雪莹 任富禄 隋明钊 赵浩波 王峥宇 刘

禹含 

给排 2016-1（12 人）：杨娜 王靖颖 潘艺 孙海东 严锦涛 曹壹铭 王明亮 李

鑫 李晓飞 陈泽文 慕欣廷 周萌 

给排 2016-2（12 人）：王伟 宋培浩 徐鹏程 姜成成 韩航 常甜馨 杨鑫垚 韩

亚丽 矫丽莹 何嘉鑫 刘春彤 刘竞阳 



工管 2016（19 人）：李抒蔚 赵崟彤 黄清扬 赵欣玥 王晗珺 王金梓 刘怡迪 周

晓钰 张加明 张雷 蔡忠良 王思琦 晁宇珊 廖婷玉 赵稳 朱清雨 吕亚鱼

孙泽宇 赵淞婷 

建能 2016（5 人）：孟齐  花思宇  王睿 张瑜 戴宝连 

土木 2016-1(16 人）：毕克亮  洪鹤轩  胡飞 焦祥宁 李嘉昕 刘邦瑞 刘润明 刘

彦龙 马皓杰 彭佳辰 钱锦 王彩霞 王海清 张紫薇 鞠宏超 孙证洋 

土木 2016-2（5 人）：尹路 孙泽源 郑鹏 李玟  李昕明 

土木 2016-3（9 人）：薄瑞鑫  时尚 杨琪 张津铭 孙孝文 赵嘉言 张一鸣 赵

浩然 李铃 

2017 级（8 人）： 

港工 2017-2（1 人）：刘寿广 

工管 2017（3 人）：陈玲钰 王可嘉 高讯 

土木 2017-2（4 人）：裴浩然   刘仟  周耀 苏俊铭 

 

信息工程学院（54 人）： 

2016 级（51 人）: 

自动化 2016-1（5 人）：仕文凤 郭海涛 韩紫徽 王  琳 许成龙 

自动化 2016-2（17 人）：宋雨泽 章争生 朱逸枫 梅子帆 张  焱 张义阳 朱宇航

周志鹏  康志豪 杨满亮 李岘多 杜子龙 司妮慧 刘溪淼 陈  红 吴晓波 刘泽鹏 

电子 2016-1（1 人）：曹  聪 

电子 2016-2（2 人）：胡玉晴  王曼儒 

通信 2016-1（3 人）：魏克俭  黄东旭  王雪东 

通信 2016-2（4 人）：康照晗  孙一凡  汪留芳  陈  卓 

计算机 2016-1（15 人）：阿丽耶·热西提  曹凯惠 陈鹏宇 高欣悦 郭瀚文 赵雨奇

张  丹 马  策 李燕凤 林  潇 宋梓奇 王苡菲 谢佳兴 杨全冬 张丽娜 

计算机 2016-2（4 人）：淡  六 康  琪 邱鸿玥 杨  毅 

2017 级（3 人）： 



电信类 2017-2（2 人）：徐佳祎  王继权 

自动化 2017-1（1 人）：郑广智 

 

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119 人）： 

2016 级（108 人）： 

海科 2016-1（11 人）：尹徐杨 姜嘉琳 柯惠洁 张子繁 陈也 刘捷 李文丽

赵梓宇 何佳妮 吕艳顺 姜婷婷 

海科 2016-2（2 人）：王侯宇  王学艺 

海技 2016（21 人）：丁鉴 龚潇 洪温娜 郭旭 蒋振兴 史存卓 舒钶 王

松 王子赫 张涵 张群 张伟生 张昕阳 钟丽娟 梁银慧 齐阳 李鑫鑫 李

葶沣 张译文 杨炳辉 王雁君 

海资 2016-1（9 人）：陈雪曼  单诗博  刘文 时星星 王雅琪 王一彤 王雨晨 韩

雨婷 孙扬言 

海资 2016-2（5 人）：陈紫朦   黄露 孙珮琦 张伟仁 刘心好 

环工 2016（17 人）：李佳航 尹钰文 刘琦 陶亚蛟 乔新 郭瀛 刘潘 李

振亚 王钇琦 付雅囡 麻官平 丰富 乔华艺 孙艺雯 王祎凡 朱筱钰 吴俊敏 

环科 2016（9 人）：李晨希 侯珣珣 张晋 孙宏佶 张博 吕偲迪 李永飞 李

香 牟英东 

海渔 2016-1(20 人）: 郭逸文 王超 韩明阳 董世淇 王浩 黄仕尤 赵晞临 冯

硕 王哲 王舒奕 张旭 郭旭 曹竞宇 金扬铭 陆强 许津瑞 翟艳生 张

涛 张凌溪 王俊方 

海渔 2016-2（14 人）：袁艺齐 付赛 李建都 李家杰 张健峰 刘世林 王兆国

李双双 陈强 李磊 方旭澄 张庆峰 刘松 胡洪四 

2017 级（11 人）： 

海资 2017-1（1 人）：刘帅 

海资 2017-2（2 人）：贾康宁  胡杨 

海科 2017-1（4 人）：李禹阳  王博 孙萌菲 顾璇 

环境 2017-1（1 人）：王鹤添 



环境 2017-2（3 人）：陈奕娴   张馨月  赵子昂 

 

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90 人）： 

2016 级（81 人）： 

船舶 2016-1（7 人）：刘振辉  王潇钰 李舒帆 黄维隆 梁恩临 袁浩天 王起慧 

船舶 2016-2（11 人）：赵益阳 沈陶 于智聪 高一铭 冯湛彭 王春雨 刘瑶 

宋有志 于晓萱 张洪华 罗家俊 

船舶 2016-3（13 人）：李敏 赵庆港 尹长一 邢志勇 石曼 李诗雨 卢德馨 陈

彧 田子安 梁靖松 肖高庆 喻洁锐 张腾 

轮机 2016-1（10 人）：郝其辉  陈智超 王泷德 单宇皓 王昊 程宏杨 刘彦志

赵镇 高伟   王子赫 

轮机 2016-2（12 人）：窦梓豪 王坚 孙立军 肖雨晨 岳贤旺 杜志幍 袁文帅

曲文龙 侯晓军 付世秋 姜懿航 袁东江 

航海 2016-1（9 人）：李俊豪 何晓宁 杨涛 杨旭 刘少波 李椿浩 刘丰维 孙

新明 韩宏峰 

航海 2016-2（6 人）：关胜龙  王宇尘  赵显卓  胡润生 李忠晨 王梦同 

航海 2016-3（13 人）：杜伟升 何子琛 罗强 王大智 战佳奇 蒋国鑫 燕旭阳

刘明达 康凯航 王嘉祺 刘宗昊 孙涛  王雪儿 

2017 级（9 人）： 

船舶 2017-1（4 人）：冯晨清  陈国材 苏勇瑞 胡嘉翰 

船舶 2017-2（3 人）：庞帅 关兴国 王志远 

船舶 2017-3（1 人）：闫续 

轮机 2017-2（1 人）：崔志刚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57 人）： 

2016 级（56 人）： 



食品 2016-1(18 人）: 杨维萍  赵锦 曹轶男 齐琳 于金淼 宋子婷 董姝池

洪瑞晨 李晓旭 薄钰莹 冯皓男 曲思琦 舒铭苑 赵梓印 柯悦 李权 陈心瑷

鞠念衡 

食品 2016-2(13 人）：左依瑾  刘以晴  马月云  王妮 田茜雯 范钰雯 张新迪 张

超男 孙笑天 张淼 沙热巴努木•吐尔逊 张梦语  张宴菲 

质量 2016-1(6 人）：张嘉琪 刘雪妮 祝渴欣 韩馨梅 和梦瑶 徐安静 

质量 2016-2（12 人）：陈远珊 郝志娜 李芊芊 赵建华 高月 刘丽 何琪 

牛宁 肖欣卓 张玉婷 孙龙珠 孙梦洁 

海洋开发 2016（7 人）：王友军 肖长辉 朱贺 曲亭菲 王泽雨 苑格铭 袁新程 

2017 级(1 人）：路镜达 

 

经济管理学院（79 人）： 

2016 级（73 人）： 

会计 2016-1（18 人）：帕尔哈提·托合提  高玉雪  李卓 卜晓 沈康婷 吴高杨

王宁 林培阳 张静平 丁钰 胡偌宸 孙鑫昊 钟玉玲 韩禧睿 王倩倩 薛琳琳

史雨萌 薛萌 

会计 2016-2（15 人）：刘美彤  白玉 孔淑君  孙婷 王怡 杨雪丽 于洋 

高建康 霍望笑 李童 王紫薇 张嘉琳 刘禹龙 王泫懿 赵妍 

会计 2016-3（11 人）：石文敏  孟晓盼  刘樊 庄源祥 吴佳媚 刘丽新 蒋文艳

高越 董佳明 韩国红 王犇 

金融 2016-1（16 人）：张淑阳 闫明巍 刘婧雯 冯若楠 刘巧月 李仲铭 李衍强

彭雨瑄 孙悦 王帅丹 李诗莹 王迪 钟雨秋 左荟楠 苏一宁 邓梦茹 

金融 2016-2（2 人）：史东梁  尧敏 

经济学 2016(3 人）：张益一 邓钰 张恩赐 

营销 2016-1(2 人)：王泰然 汤玲慧 

营销 2016-2(5 人)：鲍佳昱 丛雨时 王甜甜 张竣博 魏兴玥 

农林 2016（1 人）：邵鹏 



2017 级（6 人）： 

会计 2017-2（2 人）：袁佳琪  李佩遥 

会计 2017-2（2 人）：吕雪萌  陈萌蔚 

营销 2017-1(1 人)：崔杨 

农林 2017（1 人）：李泓易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69 人）： 

2016 级（68 人）： 

工业 2016（6 人）：陈静华 李鹏飞 刘彬彬 黄丽莲 朱珈缘 左经之 

机制 2016-1（9 人）：于欣诚 刘金航 王朝旭 任辉辉 韩俊杰 刘爱辉 钱亚玮 杨

春娇 李林锦 

机制 2016-2（15 人）：高敬宇 白彦杰 王泽明 李来伟 覃柄桦 由金池 马馨枝

郭子涵 潘沈艳 林育彤 王双 杨津宇 胡耀博 栾俊 王仕麟 

能动 2016-1（13 人）：张笈睿 颜臻禹 李伟 张侨 张瀚文 沈婷婷 陈姣 

吕镇峰 赵剀仑 高涛 钱也 陆晓磊 时明亮 

能动 2016-2（10 人）：曹其政 任思航 张靖铎 宋金磊 肖冰峰 于泽 王思明

刘治伯 林小鹏 耿磊 

能环 2016-1（9 人）：吕明月  朱旭 章浩宇 候孝旺 张闯 刘振 武海龙 高

亚丽 兰兰 

能环 2016-2（6 人）：连诗琪  张瑞杰 徐鑫琪 杨润倩 刘子睿 马思杰 

2017 级（1 人）：李雨轩 

 

外国语学院（79 人）： 

2016 级（78 人）： 

日语 2016-1(1 人）：郭一徽 

日语 2016-2（6 人）：朱心莲  赵瑞琦  王姝瑾  赵松岩  李婷 李亭玉 



日语 2016-3（7 人）：周梦文  康利娜   姚悦 张婧雯 赵琪 朴胎艳 陈雪茹 

日语 2016-4（9 人）：汪松楠  付成维  张赛群  姜轩 田翘楚 刘宇欣 赵月 宋婉

茹 李佳琪 

英语 2016-1（11 人）：杨书豪 李施琦 丁成凯懿 武运航 李凯悦 马晋圆 王

宇楠 张典 杨佳玉 郑淇月 臧乖琴 

英语 2016-2（13 人）：康易懂 张璐 道然·艾丁  谭梦妮  杨琳 金奕汝

梁艺博 蒋继星 郝翀 冯晓婷 姚念念 张思程 张敏 

英语 2016-3（13 人）：沈睿多 孙萌蔚  李洁 时小清 王晶 周瑛琪 王江黎

张丽媛 王嘉驿 钱永慧 孙畅 艾星利 刘思雨 

英语 2016-4（18 人）：孟想 庄瑞杰 林晓舟 史毓心 胡亚琪 赵梦怡 冷泠  雷爽

史亚婧 欧巧远 杨彩凤 李津锋 叶楠楠 王佳佳 韩晴 李艳军 简莅琳 温香琴 

2017 级（1 人）： 

英语 2017-2（1 人）: 雷雨赋 

 

水产与生命学院（83 人）： 

2016 级（77 人）： 

养殖 2016-1（10 人）：倪未 于志君 戴志豪 张玉旋 冯森林 张丹松 刘馨蔚 白

辰 高鹏 张雯娟 

养殖 2016-2（9 人）：王思远  彭啸 张婕 赵曼茜 贺博闻 张鑫 江宁锦 黄

望旺 吴晨 

养殖 2016-3（8 人）：王家卫  马思琪 吴东舒 尹寅 董凯玥 赵紫艳 崔恩慧 陈

妙奇 

养殖 2016-4（10 人）：魏艳超  颜浩骁  浦书珩  鲁甲 陶欣然 严子微 张华琨

彭小芳 邹丹    张志鹏 

生技 2016-1（4 人）：李润 奥亚 郭宇轩 郝俪媛 

生技 2016-2（9 人）：热甫开提.谢热甫 李锐 李凡 彭鹏宸 谢钟诚 游如昊

刘晓宇 柏彬彬 丁晓倩 

生科 2016-1（5 人）：尹雪 黄晓霞 安诗琦 万岳莹 孙雪 



生科 2016-2（5 人）：刘印 王荣月 鲍枳月 盛航 柯子怡 

水族 2016（8 人）：王文杰 杨智韬 章冰 杨祯 郭东玲 谭诗晨 黄可清 孙

铠滢 

水医 2016(9 人):林威港 陆启升 陈杰峰 孙科 陈澄 朱裕敏 武琳 牛依萌

苗怡钦 

2017 级（6 人）： 

养殖 2017-4（1 人）：姚安琪 

生科 2017-1（3 人）：王浩天   陈龙  邹炀  

生科 2017-2（1 人）：程超跃 

水族 2017（1 人）：孙琦 

 

中新合作学院（18 人）： 

2016 级（14 人）： 

2016 级 1 班（8 人）：陈嘉森  陈子昂 冯梓晏 高嘉铭 胡庭瑞 马宏建 孙欣瑞

王翰钊 

2016 级 2 班（6 人）：付东昊   贾一真  李京翰   刘思岐  徐珍妮  张森林 

2017 级（4 人）： 

2017 级 2 班（2 人）: 姜涛  权荣民 

2017 级 4 班（2 人）：康志  史立妍 

 

艺术与传媒学院（5 人）： 

2016 级（4 人）： 

2016 视觉 2 班（4 人）：于银宇  张琦霖 仝磊鑫 王德坤   

2017 级（1 人）： 

2017 视觉 2 班（1 人）:  崔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