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族别 政治面貌 就业单位 考研学校 录取专业

英语级别（

四级/六级

）

计算机等级 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数学建模获奖情况 曾获得的奖学金 其他证书（如会计证，从业证书） 备注

1 基地09-1班 王财勇 20090801224 汉 党员 无 厦门大学 计算数学 六级 二级 新疆赛区二等奖一次、新疆赛区三等一次 新疆赛区二等奖 国家奖学金一次 无

2 基地09-1班 吴迪 20090801233 汉 团员 无 南开大学 图论与组合优化 六级 二级 新疆赛区二等奖一次、新疆赛区三等一次 深圳杯夏令营优秀论文第三名 南航奖学金一次 校三好学生

3 基地09-1班 鲁卢 20090801213 汉 团员 无 新疆大学 图论 六级 二级 无 无 无 无

4 基地09-1班 李冲 20090803201 汉 团员 无 无 无 六级 二级 无 无 无 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5 基地09-1班 李骏 20090803202 汉 预备党员 无 新疆大学 常微分方程 六级 二级 无 无 无 无

6 基地09-1班 吴伟立 20090803212 汉 团员 无 兰州大学 应用统计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无

7 基地09-1班 朱成林 20090801226 汉 团员 中国银行 无 无 无 二级 无 自治区二等奖 无 无

8 基地09-1班 李静 20090805218 汉 团员 无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9 基地09-1班 刘建超 20090805217 汉 团员 工商银行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无

10 基地09-1班 侯典明 20090801234 汉 预备党员 无 厦门大学 计算数学 六级 二级 新疆赛区一等奖、新疆赛区三等 新疆赛区二等奖、新疆赛区三等 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 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11 基地09-1班 谈普林 20090805211 汉 党员 无 武汉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六级 二级 无 国家二等奖一次、新疆赛区三等一次，国家优秀论文提名奖国家励志奖学金二次 无

12 基地09-1班 邹浩 20090805201 汉 团员 无 浙江工商大学 金融硕士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国家羽毛球二级裁判证

13 基地09-1班 周超 20091001203 回 团员 无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无

14 基地09-1班 李志祥 20090805202 汉 团员 无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无

15 基地09-1班 王华伟 20091009205 汉 预备党员 无 北京邮电大学 信息安全 六级 三级 无 国家二等奖 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 ITAT c语言全国三等奖、软件工程初级中级证书,第二届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16 基地09-1班 玉素甫江·卡斯木 20071701432 维吾尔 团员 无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无

17 基地09-1班 努日麦麦提·木合台尔 20071701425 维吾尔 团员 无 新疆大学 基础数学 六级 二级 国家特等奖一次，国家一等、国家二等 无 无 无

18 基地09-1班 郎爱坤 20090803218 汉 团员 无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无 无 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19 基地09-1班 宋星辰 20090805210 汉 团员 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无 无 四级 二等 国家二等 无 无 会计从业

20 基地09-1班 冉颖丽 20090801207 汉 预备党员 无 新疆大学 运筹学与控制论 六级 二级 无 自治区三等 励志奖学金 SYB创业资格证,“感恩、励志、成才”征文比赛二等奖

21 基地09-1班 李芳瑶 20090503004 汉 团员 无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自治区二等、自治区三等 无 无

22 基地09-1班 张兴凤 20090805219 汉 党员 无 西南财经大学 统计学 六级 二级 国家三等、自治区二等 无 优秀学生奖学金 SYB创业资格证

23 基地09-1班 项海燕 20090803206 汉 预备党员 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无 无 六级 二级 国家三等、自治区一等 自治区一等 国家奖学金 会计从业、理财规划师三级、健美操三级、SYB创业资格证、校三好学生

24 基地09-1班 樊博 20092001211 汉 团员 无 无 无 六级 二级、三级 国家二等奖 无 优秀学生奖学金 SYB创业资格证

25 基地09-1班 贾俊 20091303205 汉 团员 无 无 无 四级 二级 无 自治区三等奖 无 会计从业资格证、创业培训合格证

26 基地09-1班 李婕 20092003001 汉 团员 无 新疆大学 图论 四级 二级、三级 无 无 无 驾驶执照

27 基地09-1班 买迪娜·艾则孜 20071701411 维吾尔 团员 无 新疆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四级 二级 无 无 国家励志 hsk九级，mhk三级甲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数学建模获奖情况 其他证书（如会计证，从业证书）

1 基地10-1班 吴帮民 20100803206 国家三等奖，自治区一等奖，自治区三等奖 自治区三等奖 中国化工贸易期刊论文：基于乌鲁木齐高校四六级电池使用的调查即采取的措施

2 基地10-1班 王昊晨 自治区一等奖

3 基地10-1班 张毅 20100806202 自治区一等奖两次，自治区二等奖

4 基地10-1班 楚梦瑶 20100801002 自治区二等奖，自治区三等奖，国家二等奖 国家二等奖，自治区二等奖

5 基地10-1班 勾婷婷 20100805208 自治区三等奖，国家三等奖

6 基地10-1班 肖旭峰 20100801006 自治区三等奖 自治区三等奖

7 基地10-1班 翼蒙 20100805205 自治区三等奖 自治区二等奖

8 基地10-1班 边焕英 20100803207 自治区三等奖

9 基地10-1班 张稳 20101301201 国家二等奖

10 基地10-1班 庞丹凤 20100801219 国家三等奖

11 基地10-1班 金博 20100806204 自治区三等奖

12 基地10-1班 张毅 20100806202 自治区二等奖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英语级别（四级/

六级）
计算机等级 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数学建模获奖情况 曾获得的奖学金

其他证书（如会计证

，从业证书）

1 基地11-1班 岳宗胜 20110806207 国家二等奖

2 基地11-1班 杨喜梅 20110806210 自治区二等奖

3 基地11-1班 黄瑞 20110806007 自治区三等奖

4 基地11-1班 朱铁磊 20110806208 国家二等奖，自治区二等奖
国家级优秀论文提名

奖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计算机等级 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数学建模获奖情况 其他证书（如会计证，从业证书）

1 基地12-1班 王伟龙 20120806202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自治区三等奖

国家二等奖,自治区二等奖，

自治区三等奖

2 基地12-1班 刘艳华 20120806203 国家二等奖，自治区二等奖

3 基地12-1班 陈思禄 20120801206 自治区三等奖 自治区一等奖 《一类上取整函数的极小值问题》核心期刊2015.03

4 基地12-1班 李明晗 20120801204 国家一等奖两次 “感恩、励志、成才”征文比赛自治区二等奖

5 基地12-1班 王棒棒 “感恩、励志、成才”征文比赛自治区优秀奖

6 基地12-1班 李明明 20120806204
《基于ARIMA与季节指数组合模型的居民储蓄存款预测》一般期刊

2015.02

7 基地12-1班 鲁晓莉 20120801010 Burgers方程的级数解一般期刊2015.06

8 基地12-1班 张利平 20120801215 《椭圆及热传导界面问题浸入界面方法的研究》一般期刊2015.05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号
英语级别（四级/

六级）
计算机等级 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数学建模获奖情况 曾获得的奖学金 其他证书（如会计证，从业证书）

1 基地13-1班 宋子妍 20130806203 国家特等奖 国家二等奖 新疆大学”三好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2 基地13-1班 张帆 20130801222 国家一等奖，国家特等奖 国家一等奖，自治区二等奖 2015“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自治区二等奖，校级特等奖

3 基地13-1班 马磊 20130801208 国家二等奖，国家三等奖

4 基地13-1班 谭芳 20130801006 国家一等奖，国家二等奖，国家三等奖 国家一等奖

5 基地13-1班 张智 20130801212 国家三等奖 国家一等奖，国家二等奖，国家三等奖

6 基地13-1班 刘泽萌 20130806204 国家三等奖 国家励志奖学金

7 基地13-1班 张浩南 20130805206 自治区一等奖

8 基地13-1班 张宏宇 20130806211 自治区二等奖

9 基地13-1班 马静 20130801020 自治区二等奖

10 基地13-1班 娄和伟 20130806201 国家二等奖

11 基地13-1班 杨堤 20131001207 国家二等奖

12 基地13-1班 于健 20130801205 自治区三等奖

13 基地13-1班 屈冬冬 20130801215 自治区三等奖

14 基地13-1班 韩鹏 20130806209 国家一等奖，自治区二等奖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项目类别 获奖名称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参赛形式

1 别思羽 应数14-5班 20140806206

科技竞赛

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三等奖
单人考试

201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2017年认证杯数学建模国际挑战赛 国家级 团体

奖学金
2015年小岛康誉奖学金 校级

2017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校级

荣誉称号 2016年新疆大学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校级

2 张伏琳 应数14-5班 20140806210 英语竞赛 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C类三等奖 单人考试

3 王果果 应数14-5 20140801212 科技竞赛
2016数学中国数学建模国际赛 国家级 全国二等奖 团体

2016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自治区级 自治区一等奖 团体

4 谷明阳 应数14-5 20140806001

荣誉称号 2016获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优秀班干部” 校级

科技竞赛
第十届“认证杯”中国数学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 国家级 优秀奖

2016-2017获“高教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全国二等奖

英语竞赛

201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二等奖 单人考试

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一等奖 单人考试

2016年新疆大学“红湖之春”外语文化节英语阅读决赛 校级 二等奖 单人考试

5 王冠翔 应数14-5 20140801221 奖学金
2017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2016新疆大学优秀大学生奖 校级

6 苏磊·乃比 应数14-5 20140801901

英语竞赛 2016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 三等奖

科技竞赛 2017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际 三等奖

奖学金

2016新疆优秀生奖学金 自治区

2014新疆大学最佳生源奖 校级

2017维护校园稳定奖 自治区

2017自治区励志奖学金 自治区

7 李晓彤 应数14-5 20140806202

奖学金

2014年新疆大学优秀生源奖 校级

2014-2015新疆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校级

2015-2016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2016-2017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科技竞赛

发表论文：1.Some new results on stability and synchronization for delayed inertial neural networks based on non-reduced order method. Neural Networks, In press, accepted manuscript, Available online 20 September团体

2016“深圳杯”数学建模挑战赛 国家级 优秀论文优秀奖 团体

2016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甲组二等奖 团体

2016“认证杯”数学中国数学建模国际赛 省级 M奖 团体

2017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S奖 团体

2017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国家二等奖 团体

2017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c类国家三等奖 个人

荣誉称号 2015-2016新疆大学三好学生 校级 校级 个人

8 李轩莹 应数14-5班 20140801214

科技竞赛
2016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二等奖 团体

2017年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二等奖 团体

论文 Some new results on stability and synchronization for delayed inertial neural networks based on non-reduced order method核心二区 第一作者 创新项目

奖学金 新疆一等奖学金 自治区 一等 奖学金

科技竞赛 2016年数学中国数学建模国际赛 校级 二等奖 团体

9 宋珊珊 应数14-5 20140806211 英语竞赛

201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 一等奖 个人

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 二等奖 个人

201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 三等奖 个人

10 王果果 应数14-5 20140801212 科技竞赛
数学中国数学建模国际赛 国家级 全国二等奖 团体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自治区级 自治区一等奖 团体

11 高雪凝 应数14-5 20140806208 科技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自治区级 二等奖 团体

12 杨晓文 应数14-5 20140806203

英语竞赛

201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C类三等奖 个人

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C类一等奖 个人

201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C类一等奖 个人

奖学金
2015年新疆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校级 个人

2016年新疆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校级 个人

13 徐婉婷 应数14-5 20140806204

英语竞赛
2016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c 类三等奖 个人

2017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c 类三等奖 个人

科技竞赛

2016 年“深圳杯”数学建模挑战赛 自治区级 个人

2016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自治区级 个人

第五届“认证杯”数学中国建模国际赛 Meritorious Winner Meritorious Winner 个人

2017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自治区级 个人 个人

奖学金 2015-2016 学年新疆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校级 个人

14 西日尼阿依 应数14-5 20121701414 奖学金 2013年小岛康誉奖学金 校级 个人

15 原豪 应数14-5 20140801209
科技竞赛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自治区级 三等奖 个人

2016泰迪杯数据挖掘挑战赛三等奖 国家级 三等奖 个人

2016小美赛S奖 自治区级 S奖 个人

荣誉称号 2015-2016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校级 个人

16 毕艺龙 应数14-5 20140806201

奖学金 2014年新疆大学“优秀生源奖” 校级 个人

科技文化类

2015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三等奖 个人

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三等奖 个人

201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三等奖 个人

2016年“高教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级 二等奖 团体

奖学金

2015年新疆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校级 个人

2016年新疆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 校级 个人

2017年新疆励志奖学金 校级 个人

17 赵善坤 应数14-5 20140806205 英语竞赛
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二等奖 个人

 大学生英语阅读大赛 自治区级 三等奖 个人

18 黄厘博 应数14-5 20140801216 荣誉称号

2015新疆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2016年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优秀学生干部

2014年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优秀班干部

校级 个人

19 李京泽 应数14-5 20140806008 英语竞赛 2017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二等奖 个人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项目类别 获奖名称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参赛形

式

1 周琳 应数15-5 20150801206

英语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 自治区三等奖

数学建模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自治区 自治区三等奖

数学建模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国家 国家二等奖

体育 自治区跆拳道比赛 自治区 女子63公斤级自治区第五名

国家励志奖学金

新疆励志奖学金

2 童昌林 应数15-5 20150806206

数学建模 第十届华中地区大学生数学建模邀请赛 省级 三等奖 自主参赛

奖学金 2015-2016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省级 学校组织

奖学金 2016-2017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省级 学校组织

双一流建设平台下数学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研究
国际会议论文第十三届国际神经网络学术讨论会 学校组织

3 金琬丽 应数15-5 20150806202

双一流建设平台下数学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研究
国际会议论文第十三届国际神经网络学术讨论会 学校组织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建模比赛 国家 二等奖 学校组织

4 赵毅春 应数15-5 20150806003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建模比赛 国家 二等奖 学校组织

5 彭文月 应数15-5 20150806009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建模比赛 国家 二等奖 学校组织

6 孙东山 应数15-5 20150806204 国家级 全国大学生建模比赛 国家 二等奖 学校组织

7 乔锦昊 应数15-5 20150801213

2017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自治区二等奖 自治区级 二等奖 团队

2016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自治区三等奖 自治区级 三等奖 个人

2017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自治区三等奖 自治区级 三等奖 个人

8 刘茂强 应数15-5 20150801209 2016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自治区三等奖 自治区级 三等奖 团队

9 何平安 应数15-5 20150806209

英语竞赛类 201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全国一等奖 笔试

英语竞赛类 2016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国家级 自治区二等奖 笔试

数学建模类 2017年“深圳杯”数学建模挑战赛 国家级 二等奖

10 王浩圳 应数15-5 20150801223 数学建模 全国大学生建模比赛 自治区级 二等奖

11 杨娅彧 应数15-5 20150806215
数学建模 2017年“深圳杯”数学建模挑战赛 国家级 二等奖 团体

奖学金 自治区一等奖学金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项目类别 获奖名称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参赛形式

1 刘吉新 应数16-3 20160506210
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级

竞赛 数创杯全国大学生建模联赛 国家级 二等奖 提交论文

2 刘宇飞 应数16-3 20160801213 竞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三等奖 笔试

3 金博文 应数16-3 20160803203 竞赛 "挑战杯"知识竞赛 校级 一等奖 笔试

4 许明达 应数16-3 20160801216 竞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二等奖 笔试

5 阿卜杜赛麦提·奥布力艾散 应数16-3 20162204901
竞赛类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级 自治区三等奖 个人

奖学金 自治区励志奖学金 自治区级

6 张笑晗 应数16-3 20160801223

奖学金 新疆励志奖学金 自治区级 评选

建模 数学建模五一赛 省级 三等 报名参加

建模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自治区级 二等 报名参加

建模 华为杯校内建模竞赛 校级 二等 报名参加

7 王微 应数16-3 20162301201 英语竞赛类 全国大学生C类英语竞赛 自治区 三等奖 笔试

8 何谦 应数16-3 20160803211 奖学金 雪莲奖学金 校级



序号 姓名 班级 学号 项目类别 获奖名称 获奖级别 获奖等级 参赛形式
1 艾克拜尔•艾孜提力 基地17-1班 20151701406 英语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自治区 自治区三等奖

2 姑力尼夹尓·牙生 基地17-1班 20151701422 奖学金 雪莲奖学金 校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