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竞赛类 2019年美国大学生建模比赛三等奖证书 省级 2

荣誉类 2016-2017国家奖学金证书 国家级 5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6-2017学年 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科研项目类 “创青春·汇得行”2018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公益创业赛湖北省铜奖 省级 2

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第二十八届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校级立项（通过中期检查） 校级 1.5

第二十九届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校级立项 校级 1

第二十八届“博文杯”校级结项 校级 0.5

竞赛类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S 省级 2

2017-2018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2016-2017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三届数学竞赛三等奖 校级 1

2019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三等奖 省级 2

2016-2017年度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年度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校级 1

竞赛类 2019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类三等奖 国家级 3

2016-2017校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校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释放大数据价值：基于BI的快消企业营销决策数字赋能研究》 国家级 2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亘美—面向年轻化群体的上门美业创新O2O平台》 校级 1

博文杯项目：《智慧物联网盛宴已经到来？基于UTAUT-TTF模型的智慧酒店顾客接受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 校级 0.5

2019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 省级 3

第34届武汉国际楚才作文竞赛（华侨城杯） 市级 3

荣誉类 2018年校级奖学金 二等 1

竞赛类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省级 4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电子商务 杨澜 7

电子商务 王玉 荣誉类 1.5

电子商务 王婷 5
荣誉类

电子商务 程思琦

科研项目类

7

荣誉类

电子商务 胡辛茹

竞赛类

5

荣誉类

工商管理 胡佳琦 5
荣誉类

工商管理 李志强

科研项目类

10.5

竞赛类

工商管理 林雅婷 6
荣誉类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1、2019年全国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国家级 2

2、第28届“博文杯”百项实证基金项目 校级 1

1.2016-2017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2017-2018学年 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校级 1

工商管理 杨朱妍 荣誉类 校级奖学金 校级 0.5 0.5

科研项目类 2018年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立项（第二负责人） 校级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三届数学竞赛三等奖 校级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四届数学竞赛三等奖 校级 1

人民奖学金一等奖 校级 2

人民奖学金二等奖 校级 1

第二十七届校“博文杯”：泛娱乐化背景下背景下IP变现的产业融合发展商业模式探究——以腾讯IP商业模式为例 （主持
人）

校级 1.5

第二十八届校“博文杯”：新媒体环境下粉丝经济与广告营销的价值研究——以“OPPO”品牌为例 校级 0.5

2016至2017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至2018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排名第三-已通过中期检查 校级 1.5

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主持人-国家级立项主持人 国家级 3.5

第二十八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基金项目-结项-主持人 校级 1

2016-2017学年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学年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2019年大创国家级立项（成员） 国家级 2

2018年大创校级立项（成员） 校级 1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二等奖 国家级 6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省级 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十三届数学竞赛一等奖 校级 3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26届“博文杯” 通过结项评审 成员 校级 0.5

工商管理 林雅婷 6
荣誉类

工商管理 孙漫悦

科研项目类

5

荣誉类

工商管理 张雯 6
竞赛类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胡雨薇

科研项目类

21竞赛类

荣誉类

工商管理 郑双

科研项目类

4

荣誉类

工商管理 周孟楠

科研项目类

8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陈智奕

科研项目类

7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四届“明理杯” 通过结项评审 成员 校级 0.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28届“博文杯” 通过结项评审 成员 校级 0.5

竞赛类 2019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三等奖 省级 3

2016-2017学年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2017-2018学年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科研项目类 大创XDC2018076《母城自贸区对腹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虹吸效应”还是“辐射效应”》 校级 2

竞赛类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省级 3

2016-2017学年度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学年度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竞赛类 2019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C类） 省级 4

2016-2017学年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2017-2018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校级 1

2016-2017学年被评为“优秀学生标兵”，获一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2

2017-2018学年获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 校级 1

基于增量成本核算模型的装配式建筑的接受程度调查——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校级 2

EPR视角下快递包装回收模式的对比探究——基于厦门市的实证调研 校级 1

全域旅游背景下资源整合型乡村的农旅耦合机制研究——基于腾冲市界头镇的实证分析 校级 1

2016-2017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国际经济与

贸易
王方 荣誉类 2017-2018学年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0.5

科研项目类 2019年大创国家级立项项目主持人 国家级 3.5

竞赛类 2019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三等奖（主要团队成员） 国家级 2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科研项目类 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双创教育与因材施教：家庭禀赋对大学生学习生活类型的影响研究》，通过中期检查 国家级 2.5

2018年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商务谈判比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省级 3

2018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类湖北赛区三等奖 省级 3

2017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三等奖 校级 1

国际经济与
贸易

李璐 5.5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刘雨濛 荣誉类 3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陈智奕

科研项目类

7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张义坤 7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黄莹

科研项目类

6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秦川乂 7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邓婷丹 16.5
竞赛类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2016-2017学年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2017-2018学年人民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2018年“有道杯”全国大学生商务谈判竞赛团队二等奖 省级 3

2019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初赛三等奖 省级 3

2016-2017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科研项目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二十六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新项目结项 校级 0.5

竞赛类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S奖 省级 2

校级一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2

校级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第二十六届博文杯《<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背景下对恶意刷单行为的规制研究》结项 校级 0.5

第二十八届博文杯《租金贷异化背景下“金融+长租公寓”发展的法律规制研究》结项 校级 0.5

第四届明理杯《大学生专业书籍流动悦读项目》结项 校级 0.5

2016-2017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9年大创国家级主持人 国家级 3.5

第二十八届博文杯主持人 校级 1.5

2016-2017获人民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获人民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2018年年大创国家级项目立项通知(主持人) 校级 1.5

第28届博文杯结项证书 校级 0.5

第27届博文杯结项证书 校级 0.5

竞赛类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三等奖 校级 2

2016-2017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第二十七届“博文杯”结项主持人 校级 1

第二十八届“博文杯”结项且被评为三等奖 校级 1

竞赛类 2018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类二等奖 国家级 4

国际经济与
贸易

邓婷丹 16.5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蔡雅莉

竞赛类

8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伍尹雯 5

荣誉类

国际经济与
贸易

段冰清

竞赛类

3.5

荣誉类

农林经济管
理

王子悦

科研项目类

7

荣誉类

农林经济管
理

范乐怡

科研项目类

6.5

荣誉类

农林经济管
理

胡锦依

科研项目类

10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2016-2017学年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2017-2018学年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28届博文结项 校级 1

2019年大创《“金融便利店”便利吗？——发展普惠金融背景下农村金融便利店的发展路径优化》获校级立项 校级 1

第27届博文杯《当同时变成领导：员工积极追随行为形成机制研究》结项 校级 1

2016-2017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湖北赛区三等奖 省级 1

第四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挑战赛一等奖 省级 4

第十二届华中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邀请赛三等奖 校级 0.5

2016-2017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学年度 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校级 2

2018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校级立项且通过中期检查（主持人） 校级 2

2019年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省级立项（第三成员） 省级 1.5

第四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省级一等奖 省级 4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S奖 省级 2

2016—2017学年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学年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主持人） 国家级 3.5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主要成员） 省级 1.5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2016-2017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2017-2018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1、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主持人，通过中期检查） 国家级 4.5

2、第28届“博文杯”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结项（第二作者） 校级 0.5

3、第26届“博文杯”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三等奖（第二作者） 校级 1

农林经济管
理

胡锦依 10

荣誉类

农林经济管
理

陈素玉

科研项目类

5

荣誉类

荣誉类

农林经济管
理

黄语彤

科研项目类

11.5

荣誉类

农林经济管
理

谢雁来

竞赛类

8.5

荣誉类

农林经济管
理

马振邦

科研项目类

11.5竞赛类

农林经济管
理

唐衎 荣誉类 1

人力资源管
理

郑雪妮

科研项目类

18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1、2019年湖北省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大赛一等奖 省级 2

2、第四届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大赛第六大区赛（河南、湖北、江西）二等奖 省级 3

1、2017年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2、2018年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科研项目类 第28届“博文杯”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结项（主持人） 校级 1

1、2019年湖北省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大赛一等奖 省级 2

2、第四届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大赛第六大区赛（河南、湖北、江西）二等奖 省级 3

1、2017年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2、2018年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2019年湖北省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一等奖 省级 2

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管理知识技能竞赛第六大区赛二等奖 国家级 3

2016-2017年度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2017-2018年度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第二十六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主持人） 校级 1

第二十七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第二参与人） 校级 0.5

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第二参与人） 省级 1.5

2016-2017学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获一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2

竞赛类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湖北省赛区三等奖 省级 1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人民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学术论文类 1、于期刊《新疆农业科技》发表论文《“共享”与农业如何擦出火花——基于新疆哈密瓜产业共享模式的调查研究》 普刊 1

1、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主持人） 国家级 3.5

2、第27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排名第三） 校级 1.5

1、2016-2017学年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2、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学术论文类 1、《盟员行为偏好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生鲜努力激励机制与协调研究》发表于《中国管理科学》 三类权威 9

1、第28届博文杯结项（主持人） 校级 1

人力资源管
理

郑雪妮 18
竞赛类

荣誉类

人力资源管
理

赵宇轩 7
竞赛类

荣誉类

人力资源管
理

李东远

竞赛类

6.5

荣誉类

贸易经济 朱奇瑜

科研项目类

6

荣誉类

贸易经济 许世晴 6.5
荣誉类

贸易经济 赵子菡 7.5

科研项目类

荣誉类

贸易经济 方剑宇 18.5
科研项目类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2、2019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省级立项证明（主持人） 校级 2.5

1、2017年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2、2018年人民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2019年大创“贫困县农户互联网金融自我排斥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探究-基于GWR的空间异质性分析”国家级立项，第二成
员

国家级 2
第28届“博文杯”“一块屏幕可以创造奇迹吗？SEM模型框架下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模式接受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获二等
奖，主持人

校级 2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湖北赛区三等奖 省级 1

第六届湖北省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三等奖 校级 1

2016-2017学年校级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第二十七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第二成员） 校级 0.5

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第三成员） 国家级 2

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主持人） 国家级 3.5

2018年人民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2017年人民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2018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通过中期）主持人 国家级 4.5

2017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已结项）第二作者 校级 2

第二十六届博文杯项目（三等奖）第三作者 校级 1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校级二等奖学金 二等 1

校级三等奖学金 三等 0.5

1、大创校级项目通过中期检查第二作者“双边市场背景下供给端用户对平台忠诚度模型构建—以网约车为例” 校级 1.5

2、校“博文杯”“冰与火之歌，双重态度模型下大众接受传统IP反差形象的形成机制及商业启示探究—以故宫为例” 校级 1

3、校“博文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农业平台建设策略研究—来自种植业的数据分析” 校级 1

1、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际一等奖队长 国家级 4

2、“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三等奖负责人 省级 2

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校三等奖 校级 1

1、2016至2017学年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贸易经济 刘子玉

科研项目类

8竞赛类

荣誉类

贸易经济 方剑宇 18.5
科研项目类

荣誉类

贸易经济 肖磊

科研项目类

8.5

荣誉类

市场营销 李兰兰

科研项目类

13.5

荣誉类

市场营销 钱思霖

科研项目类

17.5
竞赛类

荣誉类

市场营销 梁凌波 荣誉类 1.5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工商管理学院2020届推免申请奖励分审核结果

2、2017至2018学年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2016-2017年度学习优秀奖（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2017-2018年度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竞赛类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三等奖 省级 3

2016-2017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2017-2018校级一等奖学金 校级 2

2019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国家级立项主持人 国家级 3.5

2018校级“博文杯”结项主持人 校级 1

竞赛类 第33届武汉国际楚才作文竞赛 市级 2

2016-2017一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2

2017-2018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科研项目类 2018年大创立项，通过中期检查，第二参与者 国家级 2.5

校级奖学金 二等 1

校级奖学金 三等 0.5

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科研项目类 第二十七届博文杯结项 校级 0.5

竞赛类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省级 2

2016～2017一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2

2017～2018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校级 2

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 国家级 2

第二十七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创新训练项目结项 校级 1

竞赛类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省级 2

2016～2017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8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并通过期中检查 校级 1.5

第二十七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创新训练项目结项 校级 0.5

竞赛类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省级 2

市场营销 钱思霖 17.5

荣誉类

物流管理 余青蓉 4
荣誉类

物流管理 柯欣怡 荣誉类 1.5

物流管理 王惠源 6
荣誉类

物流管理 周一若

科研项目类

9.5

荣誉类

科研项目类

6

管理科学 陈伊凌 6.5

荣誉类

管理科学 周梦哲

科研项目类

7

荣誉类

市场营销 何熠 荣誉类 1.5

管理科学 汪佳玲



专业 姓名 类别 具体名称 级别 分值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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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2017～2018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1

科研项目类 2018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第二成员 校级 1.5

竞赛类 2018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类三等奖 省级 3

2016-2017学年获得三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0.5

2017-2018学年获得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大创《“快”的“慢”效应：体验经济背景下“快闪”店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研究-以美妆类为例》（第一） 国家级 3.5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移动APP隐私保护政策与用户隐私偏好的偏差分析》（第二） 校级 1.5

竞赛类 第33届武汉国际楚才作文竞赛（华侨城杯）三等奖 市级 2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 校级 2

2018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主持人，通过中期审查 国家级 4.5

2019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项目，排名第三，立项 国家级 2

28届博文杯，主持人，结项并被评为三等奖 校级 1.5

竞赛类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 省级 3

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5

二等人民奖学金 校级 1

科研项目类 第二十六届“博文杯”大学生百项实证创新基金项目校级结项，排名第三 校级 0.5

2016-2017学年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2017-2018学年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工商管理 王丽容 荣誉类 校级二等奖学金 校级 1 1

科研项目类 校“博文杯” 0.5

湖北省楚才杯作文竞赛三等奖 市级 2

外研社杯大学生英语阅读初赛三等奖 校级 1

荣誉类 人民奖学金三等 校级 0.5

工商管理 郑子璇 荣誉类 校级三等奖学金 校级 0.5 0.5

6

荣誉类

工商管理 崔冉 6

荣誉类

工商管理 陈露媛 2
荣誉类

工商管理 莫茜茜 4竞赛类

工商管理 管子琳

科研项目类

14

荣誉类

工商管理 贾云蕾

科研项目类

17

荣誉类

管理科学 汪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