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加分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正式或
候补

学院 专业 加分值 加分项目 认定等级

1 201912050828 夏乐旻 正式 初等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数学与科学） 0.1

首届“外联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赛
海南赛区本科组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写作大赛决赛（海
南）赛区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 201904070413 胡熙娅 正式 初等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英语教育） 0.05
首届“外联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赛
海南赛区本科组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3 201904070342 杨茗淳 候补 初等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中文与社会） 0.05
首届“外联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赛
海南赛区本科组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4 201957010935 肖鹏娜 候补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0.1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优秀志愿者 志愿者

5 201957011032 吴陈璇 正式 国际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0.1
第三届全国师范生微课大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首届“外教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
赛海南省本科组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6 201907070708 张厚泽 正式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0.05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
二等奖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7 201907071004 李东泽 正式 化学与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0.15

第十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欧倍尔杯”海南省大学生化学化工知识竞赛特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不分排名）

8 201907070729 孙楠 候补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 0.1 “欧倍尔杯”海南省大学生化学化工知识竞赛特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不分排名）

9 201924101409 方睿 正式 教育学院 教育技术学 0.3

《揭秘魔法世界-妙用Pr蒙版》获第14届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一等奖；

国家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一）

《池上》获iTeach”全国大学生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
赛一等奖。

省级一等奖（排名第三）

10 201904070136 王驰 正式 教育学院 教育学 0.05 《咏柳》获第十四届计算机设计大赛省一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二）

11 201924091430 肖景怡 正式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0.2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
战赛海南省赛区省级选拔赛省级二等奖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海南省级赛省级一
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三）

中国国际消费者博览会“优秀志愿者 志愿者

12 201924091411 黎志远 候补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0.15
美国国际数学建模竞赛国家级三等奖 国家级个人三等奖

外教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竞赛国家级二等奖 省级级个人二等奖

13 201901130137 蒋依婷 正式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0.1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 第二赛区
一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二）

2022年全国商业精英挑战赛创新创业竞赛第二赛区二等
奖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14 201901130617 毛小正 正式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 0.2 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挑战赛国赛一等奖 国家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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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901130205 李清雅 候补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学 0.1
外教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词汇能力大赛海南赛区
省赛本科组特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16 201901130510 黄清 正式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0.15 第四届BETT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总决赛二等奖 国家级个人二等奖

17 201910130216 夏薇 候补 美术学院 书法学 0.25
作品《梅花》在2022年（15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中获团体一等奖

国家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一）

18 201910010211 梁卓君 正式 美术学院 美术学 0.2
作品《梅花》在2022年（15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
大赛中获团体一等奖

国家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二）

19 201910120313 穆宇轩 正式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0.25

作品《黎韵驿站》在中国好创意（第十五届）暨全国数
字艺术设计大赛团体二等奖

国家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二）

作品《简.爱》在中国好创意（第十五届）暨全国数字艺
术设计大赛团体三等奖

国家级团体三等奖（排名第一）

20 201910120315 孙冰杰 候补 美术学院 环境设计 0.15

作品《黎韵驿站》在中国好创意（第十五届）暨全国数
字艺术设计大赛团体二等奖

国家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二）

作品《简.爱》在中国好创意（第十五届）暨全国数字艺
术设计大赛团体三等奖

国家级团体三等奖（排名第二）

21 201910130117 杨欣玲 正式 美术学院 书法学 0.05 海南省第二届书法临贴作品展优秀作品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2 201908071528 钟香香 正式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 0.1 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银奖 志愿者

23 201908071128 刘紫雨 正式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 0.25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国家一等奖 国家级团体一等奖（非排名第一）

海南省“我爱长臂猿，我爱海南岛”科普知识竞赛一等
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非排名第一）

24 201908071322 魏子琪 正式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0.05
第八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复
赛金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非排名第一）

25 201908071231 史雯萍 候补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0.25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国家级一等奖 国家级个人一等奖

26 201905070239 王会青 正式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0.15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海南赛区202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7 201905070113 陈志琴 正式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0.2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决赛竞赛 国家级个人三等奖

2021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无偿献血优秀个人 志愿者

28 201905070302 程宝龙 正式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0.35

2022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M奖 国家级个人二等奖

2021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省级个人一等奖

2021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个人一等奖

29 201905070236 孙楠 候补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0.15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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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905070236 孙楠 候补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0.15

海南赛区2021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30 201905070350 朱彦霖 候补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0.2
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 省级个人一等奖

2021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省级个人一等奖

31 201905070522 刘思华 正式 数学与统计学院 统计学 0.25
2022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M奖) 国家级个人二等奖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三等奖 国家级个人三等奖

32 201905070528 万芳博 候补 数学与统计学院 统计学 0.1
2022年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广东赛区本科组
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33 201905070631 刘旭 正式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35

2022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M奖) 国家级个人二等奖

2021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2020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021首届“外教社·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
力大赛省级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34 201905070619 蓝慧玲 候补 数学与统计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1
2020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021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35 201909010208 谭桢 候补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0.4

2021-2022学年曾获“2022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公开青年
乙组-小集体组花球规定动作（2020版）-2级第一名”

国家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2021-2022学年曾获“2022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公开青年
乙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2020版）第一名”

国家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2021-2022学年曾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海南省
全民健身操公开赛健美操·大学组 第一名”

省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2021-2022学年曾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海南省
全民健身操公开赛啦啦操·大学组 第一名”

省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36 201909010141 罗洁 候补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0.4

2021-2022学年曾获“2022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公开青年
乙组-小集体组花球规定动作（2020版）-2级第一名”

国家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2021-2022学年曾获“2022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公开青年
乙组-花球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2020版）第一名”

国家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2021-2022学年曾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海南省
全民健身操公开赛健美操·大学组 第一名”

省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2021-2022学年曾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海南省
全民健身操公开赛啦啦操·大学组 第一名”

省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37 201909010110 邓晓婷 正式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0.35

2022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少年、青年）公开青年乙组-
花球啦啦操示范套路（2020版）第一名

国家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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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909010110 邓晓婷 正式 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 0.35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海南省全民健身操公开赛·
啦啦操·大学组 第一名

省级团体第一名（不分排名）

38 201909080102 陈军 正式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0.1
中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全球大赛（南区）优秀志
愿者

志愿者

39 201903030123 韦嘉滢 正式 外国语学院 英语 0.1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支教证书 志愿者

40 201903110420 卢首竹 正式 外国语学院 英语 0.2

CATTIC杯全国英语传译大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022年度全国商务英语竞赛决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志愿者 志愿者

41 201903110407 姜东瑞 正式 外国语学院 英语 0.25

2021年第五届“新东方乐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及综

合能力大赛省级赛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2021年“CATIC杯”口语大赛国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志愿者 志愿者

42 201903110812 刘雅丽 候补 外国语学院 英语 0.1 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志愿者 志愿者

43 201903030119 陆宇轩 正式 外国语学院 日语 0.05
第三、四、五届“亿学杯”日语词汇及综合能力大赛省级二

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44 201903110923 邱若水 候补 外国语学院 翻译 0.2

首届 CATIC 杯全国翻译大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首届 CATIC 杯全国传译大赛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第四届 BETT 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复赛本科组口译二

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45 201906071316 梁延博 正式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0.15
2022年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省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一）

2022年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46 201906071002 曾莹 正式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0.2 第十一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国家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一）

47 201906071317 廖芯 候补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0.1 海南省第三届创新教具制作（学生组）省级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48 201906070749 罗涵 正式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 0.25

“田家炳杯”第七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中荣获“二等奖”

国家级个人二等奖

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英语能力大赛海南赛区非英语专业
组省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海南省第二届创新教具比赛（大学生组）展示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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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1906070810 孙柒女 候补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物理学 0.15

2022年第十五届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微课与辅助教学海
南省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020年海南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志愿者

50 201916020707 苟慧英 正式 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学 0.05 第四届中国虚拟现实大赛一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二）

51 201916010128 吴星宇 候补 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0.25

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摄影作品个人一等奖 省级个人一等奖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摄影作品国家级个人二等
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2022年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级团体
二等奖

国家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五）

52 201916040105 关智迅 正式 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 表演 0.15
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排名第一）

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二等奖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53 201916030135 王律欣 候补 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中俄合作） 0.05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大赛初赛二等奖。 省级个人二等奖

54 201924120149 张洪旗 正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0.4

第14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家级二等奖 国家级团体二等奖（非排名第一）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天
使之眼》全国铜奖（0.05分）

国家级团体三等奖（非排名第一）

 2021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队程序设计天梯赛” 
全国个人二等奖

国家级个人二等奖

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
才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0.05分）

国家级团体一等奖（非排名第一）

2020年第二届全国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程序设计赛（C
语言）决赛二等奖

国家级个人二等奖

55 201924101521 李子安 正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15
 2020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省特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非排名第一）

第十二届蓝桥杯全国三等奖 国家级个人三等奖

56 201924120145 吴小龙 候补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0.25

第十一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全国
总决赛程序设计大学B组三等奖

国家级个人三等奖

2020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海南省团队特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非排名第一）

2021泛珠三角大学生计算机作品大赛海南省本科组团体
二等奖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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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加分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正式或
候补

学院 专业 加分值 加分项目 认定等级

56 201924120145 吴小龙 候补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0.25

第二届海南省大学生网络攻防演练团体二等奖 省级团体二等奖（排名第一）

57 201914010120 李汶栩 正式 音乐学院 音乐学 0.05 海南省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合唱组）一等奖 省级团体一等奖（非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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