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 历 政治面貌 班级
获校级以上奖励的名称、时间
(只需填写两个主要奖项)

推荐等级
省优/校优

1 张倩 女 博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学博士班 2017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2 邢昊楠 男 博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剂学博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3 王毅帆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学硕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5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团员标兵 省优

4 张阳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学（药物分析学）硕士班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共青团“两优两先”优秀团员标兵（校级） 省优

5 程聪 女 硕士研究生 预备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学硕士班 2017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6 才艺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硕士班 2017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7 张蕊 女 硕士研究生 群众 药学院2016级药剂学硕士班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第六届全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一等奖；省优

8 刘铭琦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剂学硕士班 2018年沈阳市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9 何叶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学（药剂学）硕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团员 省优

10 魏辰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剂学硕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11 李佳琪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剂学硕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12 侯云雷 男 博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博士班 2017年11月康缘奖学金；2018年10月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省优

13 王淑祥 男 博士研究生 预备党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博士班 2016年10月绿谷制药奖学金；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14 安然 男 硕士研究生 预备党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8年10月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省优

15 田野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7年11月大熊财团三等奖学金；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省优

16 陈少威 男 硕士研究生 预备党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11月大熊财团一等奖学金 省优

17 赵颖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11月大熊财团三等奖学金 省优

18 胡红伟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学（药物化学）硕士班2017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19 佟紫薇 女 硕士研究生 预备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天然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8年10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20 孙鑫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中药学院2016级生药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共青团“两优两先”优秀团干部省优

21 孙朋月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中药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7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党员工作者 省优

22 周乐 男 博士研究生 群众 中药学院2016级天然药物化学博士班 2017年10月康缘企业奖学金；2018年10月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省优

23 李平飞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中药学硕士班 2017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24 吴桐 女 硕士研究生 预备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中药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省优

25 张玉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中药学院2016级生药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10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26 谢闯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天然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27 车晓航 男 博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博士班2018年10月绿谷制药企业奖学金；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省优

28 郑晨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临床药学硕士班2018年10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12月沈阳市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29 刘雨晨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临床药学硕士班2018年10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10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省优

30 刘晓濛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生物学硕士班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7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31 韩先楚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生物学硕士班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7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32 王雪楠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硕士班2018年11月沈阳市优秀研究生；2017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33 侯圣群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硕士班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7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34 李幸薇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硕士班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7年11月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省优

35 冯雪飞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工商管理学院2016级药学（药事管理学）硕士班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10月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省优

36 安晨雨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工商管理学院2016级药学（药事管理学）硕士班2018年10月绿谷制药企业奖学金；2016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第四届研究生案例分析大赛一等奖  省优

37 暴恬卉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无涯学院2016级硕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省优

38 王群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无涯学院2016级硕士班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10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奖学金 省优

39 孙丙军 男 博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无涯学院2016级博士班 2018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第五届亚洲药剂学论坛二等奖 省优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沈阳药科大学2019届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
公示期：2018年12月7——11日

公示期内如有疑问，请联系研究生院024-43520092



1 李琦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剂学硕士班 2018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国家奖学金                    校优
2 丁思远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学（药剂学方向）硕士班2017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二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3 李婷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学（药剂学）硕士班 2017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4 吕艺伟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学（药剂学）硕士班 2017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二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5 怀佳欣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学硕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6 胡佳慧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学硕士班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7 邸馥郁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学硕士班 2018学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A类二等奖 校优

8 朱婧然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学信息学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7年“华为杯”第十四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 校优

9 刘思宇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7级药物分析学硕士班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A类二等奖 校优

10 刘素艳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药学院2016级药物分析学硕士班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二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11 尚睿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药学院2016级药剂学硕士班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12 陈军宁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学（药物化学）硕士班2016年12月药品安全科普创意视频大赛二等奖；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校优
13 刘同超 男 博士研究生 群众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博士班 2017年10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2018年10月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校优
14 王明星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8年10月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校优
15 荆同飞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8年10月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校优
16 祁轶男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学（药物化学）硕士班2017年10月第七届全国学生制药工程研究征文比赛三等奖；2018年10月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校优
17 麻卿卿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有机化学硕士班 2017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8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校优
18 蔡路德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制药工程学院2016级药学（药物化学）硕士班2018年10月康缘企业奖学金；2018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校优
19 吴旗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天然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7年6月“五一数学建模竞赛”成功参赛奖，2018年10月二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20 侯学文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天然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6年6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新生学业奖学金，2017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21 崔轶达 男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天然药物化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2017年7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党员 校优
22 周地 女 博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中药学院2016级天然药物化学博士班 2017年10月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校优
23 张晓婉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中药学院2016级中药学硕士班 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8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校优
24 戚哲源 男 硕士研究生 预备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中药学硕士班 2017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8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二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校优
25 刘业舒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中药学院2016级中药学硕士班 2017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8年9月沈阳药科大学二等研究生学业奖学 校优
26 杨钒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中药学院2016级生药学硕士班 2018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8年7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  校优
27 庞宁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临床药学硕士班2018年12月获北京药学会优秀论文；2016年6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新生学业奖学金 校优
28 张小溪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生物学硕士班2016年11月沈阳药科大学“绿谷杯”创新大赛一等奖;2016年11月中国盐城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校优
29 罗皓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生物学硕士班2018年10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2017年5月国家级药品安全科普创意视频大赛三等奖、最佳制作奖、最佳画面奖校优
30 薛金艳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生物学硕士班2016年12月获中国盐城全国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大赛二等奖；2016年10月获沈阳药科大学首届“绿谷杯”大学生创新创意创业作品展一等奖校优
31 董晓雨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硕士班2018年10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校优
32 白亦君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硕士班2018年9月一等研究生学业奖学金；2017年12月“华为杯”第十四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成功参与奖  校优
33 周雪娇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硕士班2018年10月沈阳药科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2017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 校优
34 杨蕾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2016级药理学硕士班2018年10月“万和”企业奖学金；2018年4月“华润九新”杯第二届研究生学术演讲比赛一等奖校优
35 陈金榆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工商管理学院2016级药事管理学硕士班 2018年10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2018年10月上药信谊企业奖学金 校优
36 鞠梦琪 女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工商管理学院2016级药学（药事管理学）硕士班2017年10月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新生一等学业奖学金；2016年12月沈阳药科大学第四届研究生案例分析大赛三等奖    校优
37 薛世平 女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无涯学院2016级硕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2016年到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                        校优
38 张路明 男 硕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无涯学院2016级硕士班 2016年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2016年中国盐城全国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大赛二等奖                        校优
39 李会 女 博士研究生 共青团员 无涯学院2016级博士班 2017年沈阳药科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2018年第十二届全国药物和化学异物代谢学术会议“青年优秀论文奖”一等奖校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