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拟获奖学金名称 金额 学历层次 姓名 性别 导师 学院 专业（研究方向） 学号
1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李金宇 女 潘卫三 药学院 药剂学 201611018
2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万小草 女 方亮 药学院 药剂学 201612081
3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苏瑞娟 女 刘洪卓 药学院 药学（药剂学方向） 201613193
4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李东阳 男 潘卫三 药学院 药剂学 201612060
5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潘爽 女 赵秀丽 药学院 药剂学 201720032
6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徐颖 女 唐星 药学院 药剂学 201720028
7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刘铭琦 女 邓意辉 药学院 药剂学 201612070
8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潘文丽 女 唐星 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制剂方向) 201632426
9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吴桐 女 张向荣 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制剂方向） 201632429
10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崔维平 男 何仲贵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612072
11 博爱新开源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马平平 女 何仲贵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720685
12 大熊奖学金（一等） 2500美元 硕士在读 陈少威 男 宫平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58
13 大熊奖学金（二等） 1500美元 硕士在读 卓学志 男 何海冰 药学院 药学（药剂学方向） 201613209
14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王志鹏 男 陈晓辉 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学） 201613152
15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孟兆瑞 女 赵龙山 药学院 药学（药分） 201613171
16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邱秋钧 男 邓意辉 药学院 药剂学 201720053
17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赵颖 女 程卯生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57
18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王旌陶 男 宫平 制药工程学院 药学（药物化学） 201623310
19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周慎知 女 郑江 无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720701
20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陈燕 女 郑江 无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097
21 大熊奖学金（三等） 1000美元 硕士在读 李青松 男 孙进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612045
22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邓渺朵 女 郭兴杰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1038
23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陈建亭 男 潘卫三 药学院 药剂学 201611001
24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姚雅琦 女 郭兴杰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710021

2018年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企业专项奖学金名单公示

 根据《沈阳药科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及企业专项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结合关于做好2018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及
企业专项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经学生本人申请，学院推荐，研究生院审核，共有38名博士研究生及102名硕士研究
生拟获得10项企业专项奖学金，现将名单公示如下。请全校师生对以下获奖名单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可于9月27日—29
日信函或电话至研究生院，反映意见必须署真实姓名，否则视为无效。信箱：南校区行政楼收发室89号信箱；电话：
43520092



25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张玉静 女 孙国祥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1028
26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吴亚闯 男 赵燕芳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59
27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张林魁 男 程卯生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44
28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于昊楠 男 郭春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45
29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丁萌 女 赵余庆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631074
30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石国慧 女 赵余庆 中药学院 中药化学 201631082
31 德传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郭雄 男 杨明世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611014
32 复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董新月 女 袁红梅 工商管理学院 药学（药事管理学方向） 201643519
33 复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李丹 女 孙进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720687
34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赵慧敏 男 陈晓辉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1033
35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张九龙 男 陈大为 药学院 药剂学 201710012
36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寨民安 男 张为革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40
37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路楠 女 许佑君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43
38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王雨曦 女 宋少江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710063
39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童宇茹 女 黄璐琦 中药学院 中药化学 201631080
40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张薇 女 刘晓秋 中药学院 生药学 201710053
41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周地 女 李宁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631070
42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高晓旭 男 贾景明 中药学院 中药生物技术学 201710072
43 康缘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毛煦 女 郑江 无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1034
44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秦莉 女 张鹏 药学院 药物分析 201612131
45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张芳 女 张鹏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118
46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杨卫 女 侯晓虹 药学院 分析化学 201612008
47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张阳 女 侯晓虹 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 201613150
48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孙微 女 李三鸣 药学院 物理化学 201720013
49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李思佳 女 侯晓虹 药学院 药学（药物分析） 201613159
50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胡佳慧 女 孙立新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116
51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汪龙 男 张为革 制药工程学院 药学（药物化学） 201623317
52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朱梁毓 男 宫平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720271
53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邢刚 男 程卯生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53
54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蔡路德 男 赵燕芳 制药工程学院 药学（药物化学方向） 201623320
55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郭小敏 女 韩静 制药工程学院 生物化工 201622234
56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张弦 男 宫平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720252
57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杨微 男 孟大利 中药学院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方向） 201633478
58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王亚丽 女 陈刚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632395



59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赵鹏 男 黄肖霄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720383
60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鄢志扬 男 黄肖霄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632407
61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李昊楠 男 李达翃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720401
62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王杰  女 宋少江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720363
63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褚艳杰 女 陈晓辉 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分析方向） 201633459
64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何欢 女 张予阳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学（药理学方向） 201653688
65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路童 女 肇丽梅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临床药学 201652642
66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高成 男 张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201652545
67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王丽静 女 吴英良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652629
68 康缘奖学金 4000 硕士在读 张琦 男 宋永波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201652574
69 绿谷制药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于翔 男 金义光 药学院 药剂学 210611005
70 绿谷制药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李林蔚 女 孙铁民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54
71 绿谷制药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杨舒杰 女 武志昂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学 201641092
72 绿谷制药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车晓航 男 杨静玉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651106
73 绿谷制药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杨静 女 池岛乔 无涯学院 药理学 201651113
74 绿谷制药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王云龙 男 贾英 中药学院   生药学 201631064
75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博连读 杨银贤 男 王淑君 药学院 药剂学 201810008
76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博连读 杨德功 男 方亮 药学院 药剂学 201810006
77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博连读 杜芳瑜 男 陈国良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64
78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博连读 李泽飞 男 宫平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54
79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博连读 郭睿 女 宋少江 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化学） 201810068
80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李海凤 女 刘伟禄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720093
81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孙琳佳 女 陈晓辉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104
82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刘相来 男 胡春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67
83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吴天啸 男 赵冬梅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72
84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安晨雨 男 陈玉文 工商管理学院 药学（药事管理学方向) 201643524
85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侯少阳 男 张怡轩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201652567
86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周雪娇 女 吴英良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652623
87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任舒 女 刘铮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652601
88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高美琪 女 吴英良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学（药理学方向） 201653689
89 绿谷制药奖学金 6000 硕士在读 刘姿 女 吴英良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学（药理学方向） 201653685
90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5000 博士在读 沈继伟 女 吴英良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710100
91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5000 博士在读 张偲 女 张舟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710095
92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博士在读 张文娟 女 李松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58



93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博士在读 程卓阳 女 宋少江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710059
94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博士在读 李圣各 女 华会明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710062
95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博士在读 李银杰 女 邹莉波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710099
96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博士在读 陆鸿远 女 赵庆春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临床药学 201710101
97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博士在读 姜琪坤 男 何仲贵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611003
98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周双 男 王永军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810109
99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吕明明 女 陈晓辉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119
100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李平飞 男 杨星钢 中药学院 中药学（制剂方向） 201633449
101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硕士在读 成聪聪 女 戴荣华 药学院 药物分析 201612134
102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硕士在读 刘雪聪 女 韩静 制药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201622245
103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硕士在读 于金冉 女 杨悦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学 201642512
104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硕士在读 王芳 女 张怡轩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微生物学 201652536
105 诺瑞特医药奖学金 3000 硕士在读 于涵 女 孙进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720692
106 万和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李文攀 男 陈大为 药学院 药剂学 201710001
107 万和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王新 男 孙进 无涯学院 药剂学 201810108
108 万和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许佳文 男 张宇 药学院 药剂学 201612075
109 万和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董玲 女 潘卫三 药学院 药学（药剂学方向） 201613198
110 万和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杨蕾 女 邹莉波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652592
111 万和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徐啸博 男 吴英良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药理学 201720600
112 万和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龙新宇 女 池岛乔 无涯学院 药理学 201720715
113 信谊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李慧宁 女 程卯生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1060
114 信谊奖学金 10000 博士在读 孙德娟 女 陈丽霞 无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710121
115 信谊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周亚南 男 孙铁民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59
116 信谊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任舒蒙 女 刘晓秋 中药学院 生药学 201810051
117 信谊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张文鹤 女 游松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201810089
118 信谊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田永芝 女 秦峰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136
119 信谊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陈金榆 男 张方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学（卫生经济学） 201642509
120 信谊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鲍风艳 女 陈丽霞 无涯学院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 201633477
121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崔悦 女 于治国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088
122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周励 女 郭兴杰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810023
123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赵渝 女 郭兴杰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095
124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谢复开 男 刘永祥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49
125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韩雨霏 女 赵燕芳 制药工程学院 药物化学 201622265
126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冯媛 女 李宁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810057



127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孙伊维 女 孟大利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810059
128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范三鹏 男 贾景明 中药学院 中药学（中药鉴定与质量评价研究方向）201810073
129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奚宇菲 女 宋少江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810060
130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马璐 女 赵余庆 中药学院 天然药物化学 201810063
131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博连读 胡紫霞 女 郑江 无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810115
132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于亚苹 女 孙国祥 药学院 药物分析学 201612138
133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魏鹏 男 赵冬梅 制药工程学院 药学（药物化学方向） 201623309
134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邓成龙 男 宋宏锐 制药工程学院 有机化学 201622224
135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石群 女 孟大利 中药学院 药学（天然药物化学方向） 201633472
136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李文娟 女 陈晶 工商管理学院 药事管理学（医药专利和政策法规）201642513
137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金玮 女 宋永波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201652546
138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罗皓 女 张嵘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201652577
139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陶文珍 女 张怡轩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201720570
140 浙江医药奖学金 5000 硕士在读 张飞霆 男 游松 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 微生物与生化药学 201652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