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授予张兰等 73 位同学博士学位的公示

经 2019 年 12 月 26 日南昌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六届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张兰等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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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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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6 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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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6 日



附件 同意授予博士学位名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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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936316001 张兰 女 2016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传媒管理学）

2 全日制 356936316002 胡江伟 男 2016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传媒管理学）

3 全日制 355328615002 梁娟 女 2015 管理学 管理学（社会治理与法治系统工程）

4 全日制 357104216001 廖瑾莹 女 2016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5 全日制 356308812005 李旺 女 2012 法学 思想政治教育

6 全日制 357104216005 郑燕 女 2016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7 全日制 357104216003 胡启帆 女 2016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8 全日制 357104215007 刘文琦 女 2015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9 全日制 357028716008 彭东 男 2016 理学 化学

10 全日制 357028714002 李良 男 2014 理学 化学

11 全日制 355504106007 周美华 女 2006 工学 工业催化

12 全日制 357328815005 程一民 男 2015 理学 生物学

13 全日制 357328815011 谢广龙 男 2015 理学 生物学

14 全日制 355604408003 吴娣 女 2008 理学 动物学

15 全日制 355604411003 邓为科 男 2011 理学 动物学

16 全日制 357328814004 时水珍 女 2014 理学 生物学

17 全日制 355628813025 胡蓓娟 女 2013 理学 动物学

18 全日制 355605111020 刘昕 女 2011 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9 全日制 357235915021 俞燕芳 女 2015 医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20 全日制 355613311017 徐雨佳 女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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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全日制 357213314015 陈宇欢 女 2014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2 全日制 357213314018 王玉婷 女 2012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3 全日制 357213315015 段宏 男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4 全日制 357213315004 李如一 女 2015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5 全日制 357213316003 吴夏青 女 2016 工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6 全日制 355729112002 易小杰 男 2012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7 全日制 355729114002 何灵娟 女 2014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8 全日制 355729112008 常章用 男 2012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29 全日制 355729113007 李琴 女 2013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0 全日制 355729116006 江长双 男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1 全日制 355729116013 尤运 男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2 全日制 355729114006 邓翠贞 女 2014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3 全日制 355729116011 高江东 男 2016 工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34 全日制 355833916001 张艳 女 2016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35 全日制 355833916004 陈世霞 女 2016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36 全日制 357427214001 刘峰 男 2014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37 全日制 355827213003 曾华 女 2013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38 全日制 355805810004 陈明华 男 2010 工学 环境工程

39 全日制 355906011001 陈利民 男 2011 工学 机械电子工程

40 全日制 355928912009 肖清武 男 2012 工学 机械工程

41 全日制 355928913007 聂文滨 男 2013 工学 机械工程

42 全日制 355928914011 周依霖 男 2014 工学 机械工程

43 全日制 355928915005 叶梅燕 女 2015 工学 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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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全日制 355928915006 黄绿娥 女 2015 工学 机械工程

45 全日制 355928915009 周海迎 男 2015 工学 机械工程

46 全日制 355928916005 傅思勇 男 2016 工学 机械工程

47 全日制 355906308008 梁音 女 2008 工学 材料加工工程

48 全日制 355906314003 李宁 男 2014 工学 材料加工工程

49 全日制 355906315001 李文杰 男 2015 工学 材料加工工程

50 全日制 355906315003 吴孝泉 男 2015 工学 材料加工工程

51 全日制 356129014003 唐祎玲 女 2014 工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52 全日制 104110109014 陈庆科 男 2009 医学 外科学

53 全日制 356535516026 蒋淑平 女 2016 医学 临床医学（临床病理与病理生理学）

54 全日制 356529216004 张悦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55 全日制 356529214011 郑剑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56 全日制 366529316018 刘周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57 非全日制 T10411201001049 曾尚干 男 2010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58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17 袁高乐 男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59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21 罗锦花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0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49 梁美蓉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1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66 仇晶晶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2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1084 柴勇 男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3 非全日制 T10411201302009 张玉婷 女 2013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4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01 张贝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5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47 鄢艳 女 2014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6 非全日制 T10411201401074 李游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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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非全日制 T10411201501049 余义 男 2015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8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05 陈万志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69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41 闵翔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0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47 童菲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1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55 许文琼 女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2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74 赵艳平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73 非全日制 T10411201601084 邹俊 男 2016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