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交通大学 2020 年推免生名单 

表一：普通推荐生 

学院 推荐名单 本科专业 

土木建筑学院 

赵伟龙 土木工程（道铁） 

熊常亮 测绘工程 

林良宇 工程管理 

詹晨路 土木工程（桥梁） 

徐小双 土木工程（建工） 

占永杰 土木工程（城轨） 

夏仰星 建筑学 

叶文杰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王长远 环境工程 

冯凌巍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李昭 测控技术与仪器 

周华俊 机械设计 

习佳星 车辆（卓越） 

邱学文 车辆（卓越） 

张洋 车辆（卓越） 

王珍 机械电子 

鹿于恒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张睿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关凯丰 自动化 

周步伟 自动化 

方光祖 电子信息工程 

朱世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肖天飞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赵鑫泽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李婷玉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杨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经济管理学院 

王迪 市场营销 

熊若曲 会计学 

陈烨冰 人力资源管理 

李鑫 金融学 

陈图悦 经济统计 

蔡艳婷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信息工程学院 

姚婷 通信工程 

刘健 信息工程 

万诗颀 物联网工程 

刘祎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体育与健康学院 陈岩 体育教育 

理学院 
李宗霖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岳英杰 信息与计算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陈天翔 公共事业管理 

软件学院 

夏雨葭 软件工程（网络工程） 

温雯 软件工程+交通运输 

吴志刚 软件工程+交通运输 

鲁挺松 软件工程+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廖辉发 软件工程（软件开发） 

侯婧怡 软件+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万义晨 软件工程（软件开发） 

李奕山 软件工程(移动开发) 

刘俊伟 软件工程（软件开发） 

龚政 软件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 

陈佳丽 软件工程（软件测试）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任琦璇 交通运输 

王子帆 交通工程 

黄泽康 物流管理 

时二宁 工业工程 

外国语学院 
梅玉欣 翻译 

廖舒晖 翻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敏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李金生 应用化学 

李世佳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艺术学院 刘子媛 数字媒体艺术 



于琳 数字媒体艺术 

国际学院 

钟柠锘 会计学（CMA） 

刘群 会计学（ACCA） 

唐子晴 会计学（CMA） 

王颖莉 会计学（CIMA） 

交通学院职教本科 张玉玲 
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方

向） 

 

 

表二：“一流学科”专项计划 

学院 推荐名单 本科专业 

土木建筑学院 

付宏松 土木工程（道铁） 

徐慧冰 土木工程（桥梁） 

王开心 土木工程（建工）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刘杨远 机制（卓越）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钟文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况志勤 自动化 

叶美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饶文轩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周佳宇 交通运输 

 

 

 



表三：辅导员专项计划 

学院 推荐名单 本科专业 

软件学院 刘昀涛 软件工程+交通运输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张俊豪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陈筱玥 交通运输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龚钰卓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艺术学院 赵飞燕 音乐学 

软件学院 余亦茹 软件工程+交通运输 

艺术学院 张博 环境设计 

土木建筑学院 周慕川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体育与健康学院 曹久晨 运动训练 

艺术学院 易昊威 数字媒体艺术 

 

 

 

表四：特长生计划 

学院 推荐名单 本科专业 特长生主要业绩、成果 

土木建筑学院 梅祖瑄 
土木工程

（建工） 

1、2018 年“富力杯”第十二届全国大

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三等奖 

2、2018 年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

业技能竞赛结构设计赛项一等奖 



经济管理学院 张妍莹 会计学 

1、作品(汽车智能减震器)在 2018 年浩

瀚杯“创青春”江西省大学生创业大赛

创业计划竞赛中获铜奖 

2、2017年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

大赛第五届“发现杯”全国大学生互联

网软件设计大奖赛，获本科组网络营销

技能赛项区域赛，三等奖 

体育与健康学院 周晶晶 运动训练 

1、2017.6.25 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大奖赛

总决赛（贵州.贵阳）女子七项全能， 第

二名 

2、2019.3.19 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总决

赛 （浙江.杭州） 女子五项全能， 第

二名  

3、2019.4.7全国田径大奖赛（1）  （广

东.肇庆） 女子七项全能，第一名  

4、2019.5.29 全国田径大奖赛（4） （河

南.洛阳） 女子七项全能，第二名    

5、2017.7.15 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田径

锦标赛  （内蒙鄂尔多斯）女子七项全

能 ，第一名 ， 女子 4X400米接力， 第

二名 

6、2017.9.8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



会 （浙江杭州 ） 女子七项全能 ，第

二名 

7、2018.7.15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径

锦标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女子

七项全能第一名； 

8、2018.7.15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径

锦标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女子

4X400 米接力， 第三名  

9、2018.7.15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径

锦标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女子

4X100 米接力， 第一名 

10、2018.7.15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

径锦标赛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女子

4X400 米接力，第一名                                                               

11、2019.7.25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田

径锦标赛 （内蒙古呼和浩特）     

女子七项全能，第二名  

12、2019.7.25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田

径锦标赛 （内蒙古呼和浩特） 女子

4X400 米接力，第三名 

体育与健康学院 李通 运动训练 
1、2019 年第三十三届全国软式网球锦

标赛男子团体，第一名 



2、2017 年第二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网球

联赛全国总决赛男子丙组团体，第七名  

3、2017 年第二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网球

联赛华中赛区男子丙组团体，第四名 

4、2017 年第二十三届全国软式网球冠

军赛男子双打，第三名 

体育与健康学院 戴华琳 体育教育 

1、2019 年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获得：女子甲组查拳第一名 女子甲组八

级拳第二名女子、  甲组单器械第三名  

2、2018年江西省运动会 女子高校组棍

术（丙组）第一名 女子高校组对练第一

名 高校组集体项目第一名 女子高校组

刀术第二名 女子高校组长拳第二名  

3、2018 年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女子团体总分第一名  女子甲组八极拳

第一名 

4、2017年台湾 AMAA 国际武术经典赛社

会组集体器械第一名 社会女子组北拳

第一名 社会女子组内家拳第一名 

5、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学

生运动会 女子(大学组)集体项目第一

名    



6、2016 年全国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女子乙组单器械第一名 

7、2017－2018 学年校级三等奖学金 

2018年江西省中小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

获得优秀教练员 

体育与健康学院 王璇 运动训练 

1、2017 鄂尔多斯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女

子 200 米第三名、女子 4×400 米，第二

名 

2、2017 鄂尔多斯全国青年锦标赛女子

100 米，第一名 

3、2017 济南全国锦标赛女子 4×100 米

接力，第二名  

4、2017 贵阳全国冠军赛女子 4×100 米

接力，第一名  

5、2017 天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运会女子 4×100 米接力，第三名  

6、2018 太原全国锦标赛女子 4×100 米

接力，第一名 

7、2018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

赛女子 4×400 米接力，第三名 

8、2018 江西省运动会女子 4×100 米接

力，第一名  



9、2018 江西省运动会女子 4×400 米接

力，第一名  

10、2019 沈阳全国锦标赛女子 4×100

米接力，第一名  

11、2019 沈阳全国锦标赛女子 4×200

米接力，第一名  

12、2019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

赛女子 200 米，第四名  

13、2019 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

赛女子 4×400 米接力，第三名 

体育与健康学院 赵俊 运动训练 

1、2015 全国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男

子双打，第一名（有奖杯，无证书） 

2、2017 年第二十三届全国软式网球冠

军赛男子双打，第三名 

体育与健康学院 黄佳欣 运动训练 

1、2018 年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4X100

米，第一名 

2、2018 年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4X400

米，第一名 

3、2019 年全国田径冠军赛 400 米，第

三名 

4、2019 年“菲普莱杯”全国田径大奖

赛 4X400米，第二名 



5、2018 年全国田径冠军赛暨大奖总决

赛 4X400米，第二名 

6、2018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1）4X400

米，第三名 

7、2019 年第十九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

标赛 4X400 米，第三名 

8、2017 年全国田径大奖赛（3）4X100

米。第三名 

9、2018 年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

标赛 4X400 米，第三名 

10、2017 年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

标赛 4X400 米，第二名 

软件学院 苏敏 
软件工程

(软件开发) 

1、2019 CCPC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江西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金牌 

2、2019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全国邀请赛(西安赛站)铜牌 

3、2019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全国邀请赛(南昌赛站)暨国际丝绸

之路程序设计竞赛铜牌 

4、2018 ACM-ICPC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

竞赛全国邀请赛(西安赛站)铜牌 

5、2018 第九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江西赛区 C/C++程序

设计大学 B 组一等奖 

6、2019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

设计天梯赛江西省特等奖 

7、2019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

设计天梯赛全国总决赛银奖 

8、2019 第十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江西赛区 C/C++程序

设计大学 B 组二等奖 

9、2018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

设计天梯赛江西省一等奖 

10、2018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

序设计天梯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11、2019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S奖

(三等奖) 

12、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C 类三

等奖 

13、2018 第九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

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总决赛 C/C++程

序设计大学 B 组优秀奖 

14、2018 ACM-ICPC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

计竞赛亚洲区域赛(北京赛站)优秀奖 



15、2018 CCPC 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

赛全国邀请赛(湖南)优胜奖 

艺术学院 王伟峰 

环境设计

（交通环境

设计） 

1、绘画作品获江西省第七届“艺德杯”

绘画类一等奖，江西省教育厅 

2、绘画作品获江西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

展演绘画类二等奖，江西省教育厅 

3、绘画作品获江西省第八届美术教学成

果大赛入选奖，江西省美术家协会 

4、设计作品获“2019 米兰设计周——

中国高校设计师生优秀作品展”（江西

赛区）学生组一等奖，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 

5、摄影作品《变与不变》入选江西省第

九届青年摄影艺术展览，江西省摄影家

协会 

6、摄影作品获第十七届江西省高校摄影

艺术作品展览优秀奖，江西省摄影家协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