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授予张阳等 124 位同学博士学位的公示 

 经 2019 年 6 月 17 日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六届第

十次会议审议张阳等 124 位同学申请博士学位材料，同意授

予博士学位。拟授予博士学位名单公示三个月，具体名单见

附件。       

 如对本次授予博士学位名单有何意见，请于 2019年 9

月 17 日前向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反映。反映问题

要实事求是，电话和电函告知真实姓名。若对本次拟授予博

士学位名单无异议，学校将发放博士学位证书。 

   领取证书注意事项： 

一、2019年 9 月 18 日-19 日（9：00-12：00、14：00-17：

00）发放符合要求的博士学位证书(若以录用通知书申请博士

学位，请持与录用通知书内容一致的发表文章的原件 1份及

复印件 1 份,材料包含论文封面、目录、正文第一页、封底或

图书馆检索证明）。 

    二、发放地点研究生院 417室（医学部的到医学部研究

生办公室领取）。 

 三、联系电话：0791-83969344。 

 附件：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名单 

                      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6月 17日 



附件                      

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名单（124 人） 

序号 攻读方式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年 学位类别 学科或专业学位种类名称 
1 全日制 357104215001 张阳 男 2015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2 全日制 357104215006 温焜 男 2015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3 全日制 356308813003 徐天兰 女 2013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4 全日制 356308816004 程雄飞 男 2016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5 全日制 357028714005 沈家庭 男 2014 理学 化学 

6 全日制 357028716001 徐骏伟 男 2016 理学 化学 

7 全日制 357028716003 朱佩佩 女 2016 理学 化学 

8 全日制 357028716004 李婷 女 2016 理学 化学 

9 全日制 357028716010 邱伟斌 男 2016 理学 化学 

10 全日制 357328814002 宋琛 男 2014 理学 生物学 

11 全日制 357328815003 王亚坤 男 2015 理学 生物学 

12 全日制 357328815007 衷彬 男 2015 理学 生物学 

13 全日制 357328815009 朱楼吟 女 2015 理学 生物学 

14 全日制 357328816014 徐小文 男 2016 理学 生物学 

15 全日制 355613312021 郭亮 男 2012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6 全日制 355613313015 刘云飞 男 2013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7 全日制 357213314007 杨建远 男 2014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8 全日制 357213314009 胡振瀛 男 2014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19 全日制 357213314011 曾子聪 男 2014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 全日制 357213315003 施晓丹 女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 全日制 357213315005 邹仙果 女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序号 攻读方式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年 学位类别 学科或专业学位种类名称 
22 全日制 357213315006 王小银 男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3 全日制 357213315007 彭盛峰 男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4 全日制 357213315008 叶江平 男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5 全日制 357213315012 宁方建 男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6 全日制 357213315016 任文洁 女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7 全日制 357213316006 曹雷鹏 男 2016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8 全日制 357213316015 段邓乐 女 2016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9 全日制 357235815017 刘长根 男 2015 工学 食品发酵工程 

30 全日制 357235915018 高鹤 男 2015 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31 全日制 357235915019 柳鑫 男 2015 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32 全日制 355729114007 邝海 女 2014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3 全日制 355729115005 徐玉华 男 2015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4 全日制 355729115006 石海泉 男 2015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5 全日制 355729116001 江兴安 男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6 全日制 355729116002 章金兵 男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7 全日制 355729116005 洪珍 女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8 全日制 355729116007 何科荣 男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9 全日制 355729116008 易绣光 男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0 全日制 355729116012 陈杰 女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41 全日制 355827212003 高桂青 女 2012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42 全日制 355827213001 陈井影 女 2013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43 全日制 357427214002 胡良 男 2014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44 全日制 355906011002 董增文 男 2011 工学 机械电子工程 

45 全日制 355906313002 张平生 男 2013 工学 材料加工工程 



序号 攻读方式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年 学位类别 学科或专业学位种类名称 
46 全日制 355928913008 肖志勇 男 2013 工学 机械工程 

47 全日制 355928913010 熊丽娟 女 2013 工学 机械工程 

48 全日制 355928914005 王晓辉 女 2014 工学 机械工程 

49 全日制 356006513002 陈文江 男 2013 工学 固体力学 

50 全日制 356006515001 孙业华 男 2015 工学 固体力学 

51 全日制 356529214003 姜珊珊 女 2014 医学 临床医学 

52 全日制 356529215006 胡国辉 女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53 全日制 356529215007 张萌 男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54 全日制 356529215008 王友华 男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55 全日制 356529215009 朱文根 男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56 全日制 356529215011 余玲玲 女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57 全日制 356529215012 胡奕 男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58 全日制 356529215013 程竹君 女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59 全日制 356529215016 卢艺 女 2015 医学 临床医学 

60 全日制 356529216001 刘志波 男 2016 医学 临床医学 

61 全日制 356529216002 黄姗姗 女 2016 医学 临床医学 

62 全日制 356529216003 胡佳 男 2016 医学 临床医学 

63 全日制 356529216005 刘钰 男 2016 医学 临床医学 

64 全日制 356535516023 邹丽芳 女 2016 医学 临床医学 

65 全日制 356535516025 颜正伟 男 2016 医学 临床医学 

66 全日制 366529315017 刘金华 女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7 全日制 366529316019 詹碧鸣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8 全日制 366529316020 沈文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9 全日制 366529316021 张国强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序号 攻读方式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年 学位类别 学科或专业学位种类名称 
70 全日制 366529316022 龚彬彬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1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45 曾锦生 男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2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55 王瑜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3 非全日制 T1041120101020 胡春松 男 2010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4 非全日制 T10411201101018 肖强 男 2011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5 非全日制 T10411201201005 刘晓静 女 2012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6 非全日制 T10411201201006 龙石峰 男 2012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7 非全日制 T10411201201008 王爱瑶 女 2012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8 非全日制 T10411201201028 章永平 男 2012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9 非全日制 T10411201201030 左敏静 女 2012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0 非全日制 T10411201201037 周仪华 男 2012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1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16 程明 男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2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20 何颖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3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29 兰小勇 男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4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51 敖梅红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5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61 章余兰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6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99 杨茗钫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7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2005 舒宏春 男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8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10 吴成斯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89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12 赵晶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0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16 杜传策 男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1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52 章福保 男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2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53 闵珺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3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57 郑积富 男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序号 攻读方式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年 学位类别 学科或专业学位种类名称 
94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59 颜金花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5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60 袁林辉 男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6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69 田秋红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7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71 王继伟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8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73 周素贞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99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93 赖斌 男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0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103 程娜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1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109 陈厚仰 男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2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121 胡嘉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3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05 徐臻䶮 女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4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16 郭宁红 女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5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23 熊园平 男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6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24 胡映波 男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7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25 曹毅 男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8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63 廖玲敏 女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09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74 陈璿瑛 女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0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77 李小鹏 男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1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96 赖松青 男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2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110 余江清 男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3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10 顾丽丽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4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14 何丁文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5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24 姜丽丽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6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34 刘娟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7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36 刘洋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序号 攻读方式 学号 姓名 性别 入学年 学位类别 学科或专业学位种类名称 
118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39 龙新华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19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58 谢欢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20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65 叶敏华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21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77 钟幸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22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78 周伟敏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23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95 尧颖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124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39 杨赟 女 2013 临床医学 神经病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