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 级研究生拟评学业奖学金情况公示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年级 专业 培养类型

科研、获奖及其他情况

拟评等级发表论文级别/篇数/作者排序(第几作者)、学科比赛、论坛等活动名称/ 级

别/等次/获奖者排序及其他情况

1
320200

0687
何金玉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B 级 1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C级 2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

作）；D 级 3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负责人；2）校级研究

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负责人；3）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

/第一参与人；4）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二参与人

3.学术活动：1）第五届中国“双法”研究会评价方法与应用分会年会/校外

/收录；2）首届安徽省管理学年会/校外/收录；3）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

究生学术论坛/校内/优秀奖

4.学科竞赛：1）2021 年安徽省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校内选拔赛/校级/三等

奖；2）第七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二等奖；3）

安徽财经大学首届“计量经济建模”大赛/校级/三等奖

5.社会调研活动：1）安徽财经大学 2022 年研究生寒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校级/三等奖；2）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暑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校级

/优秀奖

6.担任院级学生组织负责人，助研

一等奖



2
320200

0684
杨梦成 男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负责人；2）研究生科

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一参与人；3）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

二参与人；4）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负责人

3.学术活动：1）安徽省管理学学会首届年会/校外/收录；2）第十四届大学

生学术论坛/校内/收录；3）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学术论坛/校内/收

录；4）第 39 届《资本论》研究会学术年会/校外/收录；5）第五届中国“双

法”研究会评价方法与应用分会年会/校外/收录；6）第七届全国高校研究

生财经论坛/校外/收录

4.学科竞赛：1）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能源生态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国家级/优

秀奖；2）安徽财经大学首届计量经济建模大赛/校级/二等奖；3）安徽省大

学生统计建模大赛/省级/二等奖

5.社会调研活动：1）安徽财经大学 2022 年研究生寒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校级/三等奖；2）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暑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校级

/优秀奖

6.担任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助研

一等奖



3
320200

0683
王娜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负责人；2）研究生科

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一参与人；3）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

二参与人；4）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负责人；5）2021 年度安徽省

高校科学研究项目/立项/负责人

3.学术活动：1）“南京银行杯”第七届全国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校外/一

等奖；2）湖南省第七届生态文明研究论坛/校外/二等奖；3）广东省研究生

学术论坛/校外/收录

4.学科竞赛：1）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能源生态经济学术创意大赛/国家级/优

秀奖；2）第七届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二等奖；3）

安徽财经大学首届“计量经济建模”大赛/校级/一等奖；4）安徽省大学生

统计建模大赛/省级/三等奖

5.社会调研活动：1）安徽财经大学 2022 年研究生寒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

校级/三等奖；2）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暑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校级

/优秀奖

6.担任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助研

一等奖



4
320200

0692
刘东升 男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C 级 2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D级 3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

作）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负责人；2）校级研究

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负责人

3.学术活动：1）清华大学 2022 年博士生学术论坛/校外/口头汇报；2）上

海交通大学 2022 年博士生学术论坛/校外/口头汇报；3）新结构经济学贵阳

论坛/校外/口头汇报；4）安徽省管理学学会首届年会/校外/口头汇报；5）

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学术论坛/校内/优秀奖

4.学科竞赛：1）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

赛/校级/一等奖；2）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赛/校级/优秀奖

5.担任助研

二等奖

5
320200

0699
杨浩杰 男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B 级 1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D级 3 类/2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

作）；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负责人；2）校级研究

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负责人

3.学术活动：首届安徽省管理学年会/校外/收录

4.学科竞赛：第八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优秀奖

5.担任助研

二等奖



6
320200

0690
袁媛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3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一参与人

3.学术活动：1）安徽财经大学第十届研究生学术论坛/校内/优秀奖；2）江

西农业大学第十四届“惟义”学术论坛/校外/三等奖；3）首届安徽省管理

学年会并被收录/校外/收录

4.学科竞赛：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

5.担任班级主要负责人，助研

二等奖

7
320200

0693
余梦媛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C 级 2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D级 3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

作）

2.学术活动：安徽省管理学学会首届年会/校外/口头汇报（2篇）

3.学科竞赛：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

4.担任院级学生组织负责人，助研

二等奖

8
320200

0686
朱亚军 男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2 篇/第一作者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负责人；2）校级研究

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立项/负责人

3.学术活动：麻雀山中国学生学者学术论坛/校外/口头汇报

4.学科竞赛：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校级/二等奖

5.担任班级一般负责人，助研

三等奖



9
320200

0694
吕锡志 男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C 级 2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

2.课题研究：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二参与人

3.学科竞赛：1）安徽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2）安

徽财经大学第九届计算机设计大赛/校级/二等奖；3）第四届“搜知杯”全

国财经高校大学生信息素养大赛校内选拔赛/校级/优秀奖；4）第八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省级/三等奖；5）安徽财经大学

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校内选拔赛/校级/优秀奖

4.社会调研活动：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校级/优秀奖

5.担任助研

三等奖

10
320200

0697
刘磊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C 级 2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D级 3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

作）

2.学术活动：安徽省管理学学会首届年会/校外/收录

3.社会调研活动：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暑假社会实践优秀团队/校级

/优秀奖

4.担任班级主要负责人，助研

三等奖

11
320200

0695
陆晴晴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1 篇/第一作者

2.学术活动：1）安徽省管理学学会首届年会/校外/收录；2）安徽省社科联

“三项课题”研究成果/省级/三等奖

3.学科竞赛：1）第八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2）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能源经济学术创意大赛/省级/三等奖

4.社会调研活动：安徽财经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校级/三等奖

5.担任院级学生组织负责人，助研

三等奖



12
320200

0689
谢亚楠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1 篇/第一作者

2.学术活动：安徽省管理学学会首届年会/校外/收录

3.学科竞赛：1）安徽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竞赛/省级/一等奖；2）安徽

省大学生网络与分布式系统创新设计大赛/省级/二等奖；3）第八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4）安徽财经大学管理案

例分析大赛/校级/优秀奖

4.担任院级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助研

三等奖

13
320200

0696
闫石 男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1 篇/第二作者（导师一作）

2.课题研究：1）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负责人；2）校级研究

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二参与人

3.学术活动：参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DICN 会议/校外/收录

4.学科竞赛：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校级/二等奖

5.担任助研

三等奖

14
320200

0688
卞怡倩 女 2020 级

管理科

学与工

程专业

学硕

1.D 级 3 类/1 篇/第一作者

2.学科竞赛：安徽省大学生网络与分布式系统创新设计大赛/省级/二等奖

3.社会调研活动：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校级/优秀奖

4.担任助研

三等奖



公示时间：9 月 19 日至 9 月 23 日

学院联系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秘书办公室 樊老师 联系方式：0552-3169017

学校联系人：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管理科 吴老师 联系方式：0552-3173756

2021 年 9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