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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大 学 文 件 

 

烟大校发〔2015〕2 号 

 
 

关于给予唐冉等 605 名同学表彰奖励的决定 
 

2014 年度，我校有关部门和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学

科竞赛、科技创新比赛和文体竞赛，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智能

汽车竞赛”、“2014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2014 年“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首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决赛”

等 25 项省级以上的比赛中，我校学生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共获

得全国特等奖 2 项，全国一等奖 21 项，全国二等奖 37 项，全国

三等奖 5 项，全省一等奖 35 项，全省二等奖 63 项，全省三等奖

46 项。在比赛中，烟大学子奋发有为、敢于争先，创造了卓越

战绩，取得了丰硕成果，充分展现了我校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较

强、综合素质较高的良好面貌，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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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烟台大学

学生奖励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法学院

唐冉等 605 名同学表彰奖励。 

希望广大同学以他们为榜样，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努

力提高综合素质，为进一步建设烟大良好的学风做出积极贡

献，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

生。 

 

附件：2014 年度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获奖学生名单 

                

     

                              烟台大学 

                           2015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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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 年度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获奖学生名单 
 

比赛项目一、第十二届全国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唐冉、夏艺华、徐清霞、金李、张先 法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比赛项目二、2014第六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外语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周政权 海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比赛项目三、2014年‘尚和杯’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RoboCup公开赛分项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葛帅、石立明、刘玉、赵皓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刘源、朱越坤、李宜兵、云松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李温鹏、夏鄯浩、许艳云、陈灿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比赛项目四、2014年“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董芳硕、李鸣鹤、高学义、李婷婷、

许树林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级三等奖 1000 

马锐、朱登璐、夏泽坤、贾坤鹏 经济管理学院 国家级二等奖 2000 

钟世林、郭焱德、张冰玉、尹赵明、

凌荣福、陶蕊、丁甜甜 
化学化工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董芳硕、赵文娟、李鸣鹤、王立强、

刘钊、刘珊珊、高学义、史凤鸣、张

济川、牟彦帅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刘轩睿、庄亚男、李蒙、刘涛、姜宣

成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于松营、刘雪瑶、单敏敏、葛晓菲、

常榆婧、汪朗、宋乃泽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于怡中、范宇麟、周小魏、张文文、

张元森、王莉、丁学峰、殷睿、王君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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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任泓锦 

吕奋超、孙铖、贺晓军、刘金香、刘

芳、陈宝冲、曹宸瑜、陈荣丽、温宇、 

臧术鑫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宇丹丹、邓亚瀚、范娜、韩乐乐、王

曼曼、官耀、徐长清、董杰、张洋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马锐、刘印、马瑞青、张凯婷、刘昊

升、孙杨、史燕佩、赵晓月、邹金晖、

梁兆鹏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承艳军、赵久祜、唐钰登、徐春然、

焦世贤、何沂菲、刘洋、张成明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弘泽、李志伟、苗吉刚、王乐乐、

徐鑫淼、徐姝、李江华、谢筱雪、侯

佳楠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谢怡知、郑双菊、袁居溪、李冠睿、

王娜、王睿、刘玮、刘众丛 
法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周飞、郭宁、吴迪、柳鹏峰、薄月华、

董吉来、周涛、贺佩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比赛项目五、2014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赵江彦、陈洁、周涛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王柯、唐科军、毛攀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王伟、李琳、王德硕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刘玮、陈坤、范淑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封露、董新月、刘鲁南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比赛项目六、2014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杨权标、韦雪碧、安凤霞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陈凯、薛照原、刘平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夏晓晓、王一鑫、崔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杨文静、张晓文、闫浩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牟金坤、赵亚振、付凯霞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颖、郭帅、刘哲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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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程程、魏晓璇、张果林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崔金园、毛颖超、杨晓彤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赵青春、郑学兰、侯梅梅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王超奇、杨磊、李宁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林琪、吴迪、胡月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刘怀秀、李晓蕤、张心月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吴琼、王超、牛锐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林雨、马馨瑜、李雪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梁耀辉、董吉来、朱仁娟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婷洁、曹萌、王猛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崔倩倩、刘一丹、李明明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谭鑫喆、路来杰、徐东方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赵江彦、陈洁、何国华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张勇、王晓萌、赵晓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韩若冰、李鑫融、张晓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张淑艳、徐靖、柳鹏峰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赵雅斯、夏丹、张可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华烨、窦小曼、石文东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贠博雨、张海洋、王秋芬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苏婷婷、王晓琼、黄菊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姬伟、张潇、王萍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潘慧玢、陈真、王博强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刘丽茹、赵志玲、刘涛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丁晓虹、赵越、宗克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李晓晗、宋浚瑜、赵撼宇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王素芹、曹胜男、岳昊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冯柏通、邱黄河、程阳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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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七、2014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韩笑 外国语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臧苗苗 外国语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张纬秀 外国语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卢娜 外国语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张溶轩 法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李辉 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王阳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陈美琪 经济管理学院 国家学会级特等奖 1500 

杨九超 经济管理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王苏琪 经济管理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臧赫 经济管理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王力颖 人文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杨文龙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冯红敏 药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比赛项目八、2014年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姚凤景 、杨少勇 、武玉慧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刁云峰、祁金柱、刘聪聪、赵靖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比赛项目九、2014年山东省“TI”杯电子设计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董双会、孙杰成、刘扬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王超、王甜甜、盛淑贤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琪、王光远、宋伟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国营、刘慧、车文凯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张龙、李刘杰、王娅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魏现良、纪玉晖、费振壮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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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杰、刘保方、卢建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蒋绪涛、周迎杰、王朝锐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房俊杰、杜红红、陈飞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于培泉、李新强、高德迎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郑丽丽、王一帆、张春晖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符坚、李卓轩、陈美玲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赵俊盈、王明明、王玲玲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王裕峰、刘延旭、来守芳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李培栋、李嘉伟、陈涛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郜松松、马钊、陈天成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谢国庆、王志伟、王杰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唐万哲、于少远、李世刚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张庆波、张金平、黄梅燕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赵中臣、赵静、徐龙壮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比赛项目十、2014年山东省大学生机电产品创新设计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夏鄯皓、李保敏、夏长森、李仲、姜苗苗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刘克军、张少星、朱晨牧、牟玲龙、高晋钰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殷守民、朱尚、李雪峰、武支标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杨永开、王瑞乾、李春波、石立明、任凯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杨栋雪、云 松、王鹏程、张 旭、刘培瑞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徐子法、梅林强、刘玉、秦国安、刘宁宁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张志浩、韩克鹏、刘  刚、张传升、李新宁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郑凯、胡周勋、孙良凯、徐建超、付达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姚凤景、杨少勇、 武玉慧、孙绪强、王翔宇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马岳明、马朝勇、牟建伟、刘宝元、寇剑阁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李春波、石立明、赵文强、殷传文、王好焱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刘复立、朱越坤、田昌贵、李温鹏、宋章迪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石浩、李晓奇、杜明、王勇伟、杜明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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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十一、2014年山东省大学生综合素质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李行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向雨宇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纪树忠 人文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周国坤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比赛项目十二、2014西门子杯全国大学生自动化挑战赛（仿真挑战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谷伟东、王林刚、许超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刘聪聪、朱伟、王喜龙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曹靖成、武岳、董贯阔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周宏坤、冯晴晨、王奇奇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安丰霞、薛照原、刘海锋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级特等奖 4000 

孙一翔、杨栋、殷传文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一等奖 3000 

张展兵、孟另娇、张效庆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级一等奖 3000 

孔旭、汤兆全、唐广凯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级一等奖 3000 

李建伟、赵树磊、尹丹丹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级一等奖 3000 

侯振、汤兆全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曹文彬、胥彪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谢斌、郑恒、黄瑞霞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温藤野、孙凯信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杜启超、胥彪、谢汉常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级二等奖 2000 

 

比赛项目十三、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Big bang 团队（王敏敏、李玲玉、闫凯

丽、韩俏飞、许自征、李余鹏） 
化学化工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beyond 团队（李泽、黄岩、王辉强、

王杰） 
化学化工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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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项目十四、第八届中国大学生 ican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原美新杯中国 MEMS传感器应用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董双会、孙杰成、刘扬、马鑫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国家级二等奖 2000 

于培泉、李新强、高德迎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国家级三等奖 1000 

王裕峰、刘延旭、来守芳、赵俊盈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李琪、王光远、宋伟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姚凤景、杨少勇、孙绪强、武玉慧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级二等奖 2000 

费孝文、刘国帅、许京铭、徐航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级三等奖 1000 

张逞逞、黄超、李温鹏、王国栋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级三等奖 1000 

王义波、郑凯、石立明、李春波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级三等奖 1000 

刘海峰、盛其东、张珍鹏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周宏坤、宋炳芳、李洋、秦存平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徐子法、梅林强、刘玉、秦国安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比赛项目十五、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柳胜凯、许高、张亚超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级二等奖 2000 

王廷宇、王仰令、姜传星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洋、周兰、王勇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李新宇 、孙纯岭、鹿竹叶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比赛项目十六、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赵晓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王亚平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唐科军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比赛项目十七、第七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朱越坤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薛冲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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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景超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李保敏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李阳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杨波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臧云飞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刘宁宁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梁海滨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臧云飞、杨波、代景超、梁海滨、

李保敏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杨波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李阳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薛冲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代景超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一等奖 1000 

 

比赛项目十八、第三届‘隆腾杯’山东省大学生化工过程实验技能竞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烟台大学一队 （李余鹏、魏建辉、马洪娇） 化学化工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烟台大学二队（吴继雷、刘盼） 化学化工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比赛项目十九、第五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路东方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孟曦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涂文博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杨英明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孙锐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林旭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国家学会级二等奖 600 

 

比赛项目二十：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山东分赛区)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孙颖 建筑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孙小飞 建筑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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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哲 建筑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项目二十一：山东省大学生“国学达人”挑战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董晋楠 法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谢广琛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黄美玲 人文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项目二十二：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高校赛区）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于松营 葛晓菲 常榆婧 汪朗 经济管理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项目二十三：山东省物联网应用设计大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董双会、刘  扬、孙杰成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于培泉、李新强、高德迎 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项目二十四：首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决赛 

学生姓名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宋闯臣、杨阳、李佳霖、王争飞 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李春波、靳磊、石立明、张志浩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刘恒、姜涛、董云泷、祁金柱、王启森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徐子法、王义波、梅林强、秦国安、刘玉 机电汽车工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项目二十五：第十三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获奖名单 

分项赛 学生姓名（作品） 学院 奖励级别 奖金 

山东省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 钟宁、张勇、宋培 土木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 
王玉帅、王雁盟、

王雯雯 
土木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专利产品设计大赛 马莹莹 土木工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李博亮、王盛宇、

粘毅 

机电汽车工程

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山东省大学生摄影大赛 温子敬 生命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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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大学生摄影大赛 陈光灿 海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山东省大学生原创励志歌曲大赛 周磊 音乐舞蹈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舞蹈大赛 《咱爸咱妈》 音乐舞蹈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山东省大学生舞蹈大赛 《两滴水》 音乐舞蹈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舞蹈大赛 《男子汉的腰带》 音乐舞蹈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山东省大学生舞蹈大赛 《花自恋》 外国语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杨玉坤 
光电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张 松 
机电汽车工程

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韩克鹏 
机电汽车工程

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李成森 
光电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邓超翰 
环境与材料工

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金海魁 海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李晓彤 生命科学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张  慧 化学化工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高延鹏 海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刘小诗 海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山东省大学生书法绘画篆刻大赛 陈葆新 生命科学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社团活动方案设计

大赛 
亓文超 

环境与材料工

程学院 
省级一等奖 1000 

山东省大学生社团活动方案设计

大赛 
亓文超 

环境与材料工

程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 “金话筒”主持人

大赛 
李  艳 人文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民俗文化图文征集 王元之 建筑学院 省级二等奖 800 

山东省大学生民俗文化图文征集 王天益 建筑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山东省大学生民俗文化图文征集 李明芳 建筑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山东省大学生民俗文化图文征集 刘昌麒 建筑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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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大学生环保服装设计大赛 

张慧娟、李晓晓、

邹佼佼、管庆丽、

赵鑫华、耿玉晓、

吴涛、陶蕊、雷蕾 

环境与材料工

程学院 
省级三等奖 600 

 
 

 
 
 
 
 
 
 

 

 

 

 

 

 

 

 

 

 

 

 

 

 

 

 

 

 



-14 - 
 

 

 

 

 

 

 

 

 

 

 

 

 

 

 

 

 

 

 

 

 

 

 

 

 
 

 

烟台大学办公室 2015 年 1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