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19年沈阳大学大学生技能（创新创业）竞赛参赛及获奖名单

学院（盖章）： 院长：

序号 竞赛名称 作品题目 队伍名称
队长               队员1              队员2              队员3              指导教师 奖项 晋级省赛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姓名 学号 专业

1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曹雪鸥 Y1737106 播音与主持艺
术

盛时 一等奖

2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叶帆 Y1737203 播音与主持艺
术

盛时 一等奖

3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刘昊 Y1737206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常颖 一等奖

4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邓晓菲 Y173712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孙宏博 二等奖

5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杨芸溶 Y1937123 播音与主持艺
术

赵辰 二等奖

6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张印馨 Y1837115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张玲 二等奖

7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张雪垠 Y1937104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卢振杰 二等奖

8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周浩然 Y1937112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卢振杰 二等奖

9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李思雨 Y1837128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张艳 三等奖

10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许金玉 Y1837102 播音与主持艺
术

李丹婷 三等奖

11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刘晓娜 Y1937109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吴琳 三等奖

12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赵梓越 Z1722434 学前教育 金延旭 三等奖

13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申艳 Z1722345 学前教育 金延旭 三等奖

14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陈翠影 Y1937103 播音与主持艺
术

代美玲 三等奖

15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鲁翌晗 Y1937116 播音与主持艺
术

赵辰 三等奖

16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聂珊珊 z1722111 学前教育 金延旭 三等奖

17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牟儒雅 Y1837104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张莹 三等奖

18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杨伊楠 Y183711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孙宏博 优秀奖

19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洪善旭 W1856417 自动化 杜宏燕 优秀奖

20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周海涛 W1954323 工业工程 杜宏燕 优秀奖

21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王伊雪 Z1922211 学前教育 金延旭 优秀奖

22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邓丽娟 Y1837024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张艳 优秀奖

23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王艾婷 Y1937115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孙佳 优秀奖

24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李欣媛 Y193711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孙佳 优秀奖

25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周千朝 Y1837113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孙宏博 优秀奖

26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蔡心融 Y1837127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张艳 优秀奖

27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赵越 Y1737207 播音与主持艺
术

孙琳琳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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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李金存 F1890110 物联网 赵凯

29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毕克非 S1611311 小学教育

30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邰颜君 S1711240 小学教育 符秋艳

31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陈志园 s1711307 小学教育 于虹

32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王天宏 S1911430 小学教育 苑海燕

33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庞雅文 S1911434 小学教育 苑海燕

34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金子育 W1854115 工业工程 杜宏燕

35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周慧敏 Y1637214 播音与主持艺
术

盛时

36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梁无瑕 Y1937111 播音与主持艺
术

37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赵紫怡 Y1937117 播音与主持艺
术

38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冷梓铭 Y1937114 播音与主持艺
术

39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谢纯月 Y193712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40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王艺桥 Y163711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41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王禹昕 Y1637111 播音与主持艺
术

42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邵鑫月 Y1637120 播音与主持艺
术

43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陈欣琳 Y1637118 播音与主持艺
术

44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蒲景怡 Y1937118 播音与主持艺
术

45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张嘉慧 W1954119 工业工程 杜宏燕

46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王彤 L1715309 英语 袁明

47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刘露 G1842108 生物科学 范慧婷

48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刘晔 G1845109 生物工程 范慧婷

49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高佳琦 G1845116 生物工程 范慧婷

50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刘浩田 G1945110 生物工程

51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徐姜杨 Z1622320 学前教育 金延旭

52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段慧欣 Z1622325 学前教育 金延旭

53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曹秋菊 z1623323 学前教育 金延旭

54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梁晶晶 Z1722322 学前教育 郑晓明

55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付瑶 Z1722329 学前教育 郑晓明

56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丁立桐 Z1822323 学前教育 金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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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孙李惠子 Z1822336 学前教育 金延旭

58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佟冲 z1922142 学前教育 金延旭

59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武思源 Z1922338 学前教育 金延旭

60 2019年沈阳大学主持人大赛 张浩 D1844231 环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