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报  2020-2021 学年校级“三好学生”情况汇总表

   电气与动力工程   学院（公章）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专业班级 奖学金类别
素质综合测评年级专业

其它 德育考核等级 体质健康成绩 公益服务时数
排名/总人数

刘泮霖 女 中共预备党员 能源18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5/108 无 100 79 110

李钰婷 女 共青团员 电气1807 学业优秀奖学金 8/107 无 100 75.1 37.3

郭美辰 女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8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14/106 无 100 88.8 27

文灿 女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803 文体活动奖学金 11/106 无 100 81.4 27

李伊竹林 女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8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12/106 无 100 83.2 27

郝笑霄 女 共青团员 电气18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5/34 无 97 75.6 30

路雨欣 女 中共预备党员 自动化1802 研究创新奖学金 2/207 无 100 81.4 25.3

徐诗康 男 中共预备党员 自动化18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6/207 无 100 75.1 52.1

李佳仪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1901 研究创新奖学金 12/207 无 98 78.9 50

董晨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1902 公益活动奖学金 17/207 无 99 76.8 40

康浩琳 女 中共预备党员 自动化19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41/207 无 98 77.1 160

吴超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19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14/207 无 99 78 40

康淼林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1904 研究创新奖学金 11/207 无 99 80.7 57.8

石馨瑶 女 共青团员 电气1901 学业优秀奖学金 19/144 无 99 80.8 340

柴艺晗 女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903 “青鸥奖”奖学金 25/144 无 99 75 55

刘玉涵 女 共青团员 电气19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27/144 无 99 86.6 137.3

刘柚梅 女 共青团员 电气1902 国家励志奖学金 18/144 无 99 77.8 177

张颖 女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902 文体活动奖学金 9/144 无 99 78.5 91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专业班级 奖学金类别
素质综合测评年级专业

其它 德育考核等级 体质健康成绩 公益服务时数
排名/总人数

张宝宏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3 文体活动奖学金 11/144 无 99 75.9 212.8

李雨琛 女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907 学业优秀奖学金 9/138 无 99 75.1 210

周文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4 国家励志奖学金 1/144 无 99 75.1 158.2

李泽琰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7 学业优秀奖学金 13/138 无 99 82.1 50

李卓 男 共青团员 能源19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3/118 无 98.67 77 50

刘洋 男 共青团员 能源19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6/118 无 100 75.4 175

张菁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7 无 26/281 无 92.5 78.8 124

曲祥兆 男 共青团员 电气2004 “青鸥奖”奖学金 29/281 无 93 77.9 56

任婧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8 学业优秀奖学金 25/281 无 93 76.9 111.2

常雨洁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63/281 无 92 77.3 48

任日翊 男 共青团员 电气2007 学业优秀奖学金 4/281 无 95.6 79.5 260.6

王欢欢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6 无 19/281 无 95 78.3 302

杨晨曦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8 学业优秀奖学金 10/281 无 93.5 77.2 274

甘磊 男 共青团员 电气2008 学业优秀奖学金 15/281 无 94.6 78.5 160

郝军强 男 共青团员 电气2005 学业优秀奖学金 18/281 无 92.5 77.3 180

窦文丽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2 学业优秀奖学金 20/281 无 94 80.9 60

原月皎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2 文体活动奖学金 96/281 无 92.5 79.6 72

张娜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5 社会工作奖学金 23/281 无 94 77.2 125

杨森杰 男 共青团员 能源2004 文体活动奖学金 15/122 无 94 83.2 28



申报      2020-2021  学年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情况汇总表

    电气与动力工程    学院（公章）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担任职务 专业班级 奖学金类别
素质综合测评年级专业

其它
德育考核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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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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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宇翔 男 中共预备党员 电力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电气1801 社会工作奖学金 2/106 无 93 81.8 117

杨兆宇 男 中共预备党员 宣传委员 能源1802 社会责任奖学金 1/109 无 100 75.7 50

朱梦洁 女 共青团员 生活委员 自动化1804 社会工作奖学金 18/207 无 100 76.5 160

王天宇 男 中共预备党员 学习委员 电气S1801 研究创新奖学金 1/28 无 100 93 40

范盈怡 女 中共预备党员 班长 能源1903 文体活动奖学金 5/118 无 98.6 77.8 67

王晓龙 男 共青团员 班长 电气1901 无 8/144 无 99 83.5 77.4

陈昕 男 共青团员 院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电气19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4/144 无 99 76 54.3

巩凡逸 女 共青团员 团支书 电气2001 学业优秀奖学金 2/281 无 93 79 57

吴敦宇 男 共青团员 团支书 电气2002 社会工作奖学金 117/281 无 93.25 75.9 50

吴玮敏 女 共青团员 团支书 电气2008 社会工作奖学金 3/281 无 94 78.5 200



申报    2020-2021       学年校级“先进班集体”情况汇总表

   电气与动力工程    学院（公章）

专业班级 人数 辅导员

考试门数 不及格门次
留级
人数

受处分
人数

宿舍卫生达B以上比
例

体质健康达
标人数

一 二 一 二

电气2008 35 史有强 6 9 0 0 0 0 100% 32

电气1803 37 孙龙龙 11 11 1 4 0 0 99.53% 35

电气1903 36 马锦萍 8 12 2 7 0 0 95.13% 33



附件2：

申报  2020-2021 学年院级“三好学生”情况汇总表

   电气与动力工程   学院（公章）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专业班级 奖学金类别

素质综合测评年级专业

其它 德育考核等级 体质健康成绩 公益服务时数

排名/总人数

邬东格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802  无  7/106 无 100 70.9 35.8

李先镇 男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8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15/106 无 100 71.1 46

王雄 男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808 学业优秀奖学金 3/37 无 99 71.3 46.4h

郑义川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2 山西建投教育奖 3/144 无 100 73.7 44

刘晋晨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3 无 13/144 无 99 71.4 116

陈昕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4/144 无 99 76 54.3

薛美佳 女 共青团员 电气1904 国家励志奖学金 24/144 无 99 74 223.6

温甜宇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4 研究创新奖学金 2/144 无 99 71.1 84.8

师博涵 男 共青团员 电气19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5/144 无 99 72.4 207.6

唐强 男 中共预备党员 电气1905 学业优秀奖学金 16/138 无 99 83.6 27

刘杭 男 共青团员 自动化1902 学业优秀奖学金 2/207 无 100 73.2 40

付少杰 男 共青团员 自动化1902 社会工作奖学金 31/207 无 99 73.4 50

马彦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1 学业优秀奖学金 40/281 无 93 73.1 25

冀玺如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1 学业优秀奖学金 44/281 无 93 80.4 280

白思洋 女 共青团员 电气2002 学业优秀奖学金 81/281 无 93 74.2 48

雷乾 男 共青团员 电气2006 公益服务奖学金 74/281 无 93 71.1 140

李中正 男 共青团员 电气2008 对外交流奖学金 22/281 无 93 73.5 228

马新月 女 共青团员 能源2001 学业优秀奖学金 11/122 无 92.5 73 190

郭泽宇 男 共青团员 能源2001 研究创新奖学金 26/122 无 92.5 70.6 50

王杰 男 共青团员 自动化2001 文体活动奖学金 46/209 无 93.5 70.3 190

缪佳艺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2001 学业优秀奖学金 25/209 无 93.5 86 45

宋璐璐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20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45/209 无 93 76.1 30

高嘉怡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20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17/209 无 92.5 70.6 70

赵彤 女 共青团员 自动化20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12/209 无 93 73 164.2

王玉明 男 共青团员 自动化20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56/209 无 92.75 73.8 42

刘超 男 共青团员 自动化2006 学业优秀奖学金 38/209 无 93 7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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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源 男 中共预备党员 生活委员 电气1807 公益服务奖学金 11/107 无 100 71.9 70

宋华 男 中共预备党员 学生会主席 自动化1801 文体活动奖学金 1/207 无 100 73.1 50

郑义川 男 共青团员 班长 电气1902 学业优秀奖学金 3/144 无 100 73.7 44

程远 男 中共预备党员 班长 电气1903 无 7/144 无 99 72.3 64

张昊阳 男 共青团员 学生社团管理中心组织部部长 电气1904 社会工作奖学金 26/144 无 99 70.9 128

温甜宇 男 共青团员 电力学院科学技术协会数字化工厂部长 电气1904 研究创新奖学金 2/144 无 99 71.1 84.8

师博涵 男 共青团员 绿色节能先锋队副主席 电气1904 学业优秀奖学金 5/144 无 99 72.4 207.6

张静 女 中共预备党员 团支书 自动化1901 学业优秀奖学金 16/207 无 100 76.4 71.4

付少杰 男 共青团员 学习委员 自动化1902 社会工作奖学金 31/207 无 99 73.4 50

陈玉欣 女 共青团员 团支书 能源2001 公益服务奖学金 5/122 无 93.35 74 110

韩玉洁 女 共青团员 团支书 自动化2001 研究创新奖学金 31/209 无 93 76.6 88

郭景誉 男 共青团员 宣传委员 自动化20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11/209 无 93 70.7 277

屈润利 女 共青团员 心理委员 自动化20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9/209 无 93 78.4 150

丁琳娟 女 共青团员 组织委员 自动化2004 无 18/209 无 94 76 160

邹鸿飞 男 共青团员 团支书 自动化2005 社会工作奖学金 10/209 无 93 71.4 160

尚振祺 男 共青团员 团支书 电气2003 学业优秀奖学金 6/313 无 93 7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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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班级 人数 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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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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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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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健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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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一 二

电气1902 35 马锦萍 7 13 9 13 0 0 90.72% 32

电气1904 38 马锦萍 7 7 7 7 0 0 98%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