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期中国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项目录取名单

姓名 高校/单位

李茜 “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

张玉坤 Tiktok

于亚辰 安徽大学

石美燕 安徽师范大学

马新元 安徽师范大学

孟子涵 安徽师范大学

刘晨 安徽师范大学

冯慧迪 北京大学

王辰 北京大学

崔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李梓齐 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田欣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刘香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冷腾 北京冬奥组委

曹馨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杜海玮 北京交通大学

邵爱清 北京交通大学

姚旨临 北京交通大学

谭茹方 北京师范大学



王玥 北京师范大学

闫瑞 北京师范大学

木睿恒 北京师范大学

陈恩琪 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煜森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朱诗卉 北京外国语大学

付思敏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芸墨 北京语言大学

薛惠文 北京语言大学

韩欣儒 北京语言大学

刘桂清 北京语言大学

张晓丽 渤海大学

朱晗 渤海大学

尹晓娜 布里斯托大学

王媛 成都中医药大学

张艾栎 成都中医药大学

金佳惠 大连理工大学

王乙竹 大连理工大学

石淼 大连外国语大学

肖晓 大连外国语大学

王长月 大连外国语大学

李沐阳 大连外国语大学



赖明苒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胡璨 电子科技大学

李方圆 电子科技大学

谢霄曈 东北林业大学

高琰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滨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吴泓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项温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郑涵 多伦多大学

周芸 菲律宾莱希姆大学

张宁沁 福建江夏学院

夏琳 复旦大学

赵阳昕 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

钟昊霖 广东海洋大学

王珮琪 广东省外国机构服务处

吴思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吴佳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键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紫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菁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闻珺 国防科技大学

刘昱杉 国防科技大学



杨春露 国防科技大学

陈蕾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刘晨 国际关系学院

于丹阳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雪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丁倩仪
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球化智库（CCG）

邝晓芸 哈尔滨商业大学

张宇鹏 哈尔滨商业大学

杨楣 韩国培材大学

胡骁原 合肥工业大学

萨喾拉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

唐电 湖北大学

翟劲源 华北电力大学

邹璐蓼 华北电力大学

李艳婷 华东师范大学

唐艺馨 华东师范大学

周昕亮 华东政法大学

陈峥汉 华中科技大学

费君 华中科技大学

刘子琼 华中师范大学

毕成安 吉林大学



左怡然 吉林大学

李心蕊 吉林外国语大学

黄群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吕敏健 暨南大学

李佳芮 江苏大学

王艺凝 江苏大学

徐霜 江苏大学

杨依然 江苏大学

何宗哲 兰州大学

薛纪澜 兰州大学

朱逸星 联合国社会与经济事务部

陈超然 辽宁大学

殷子棋 伦敦大学学院(UCL)

蒋蓓蕾 曼彻斯特大学

李林颖 慕尼黑大学

谢海玉 慕尼黑工业大学

曾欣 南京大学

张亦洋 南京大学

王令辰 南京大学

贾子群 南京大学

王涵 南开大学

珠白丽·贾纳提 南开大学



陈岚 南开大学

赵玥 宁波诺丁汉大学

林嘉仪 宁波诺丁汉大学

谷丽林 青岛大学

宋宗霖 青岛大学

王允 清华大学

冯玥 清华大学

汪正娴 厦门大学

刘雪聪 厦门大学

韩喜 厦门大学

吕紫烟 山东大学

孔勐勍 山东大学

王朔 山东大学

周帝言 山东大学

赵宸 山西大学

郝津锐 山西大学

辛源 陕西省西安市青年联合会

胡冰 汕头大学

彭梦 上海大学

张婧雯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王振晔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姚之彤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戴凌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事处

谈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刘丁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张致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刘璐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唐欧阳蓂 上海交通大学

肖乾骅 上海师范大学

刘志伟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

姜一丹 上海外国语大学

洪靖炫 上海外国语大学

邱海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皓苏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王虹艺 四川美术学院

凌雪 四川轻化工大学

郑喆 四川外国语大学

冯晓韬 四川外国语大学

欧依 外交学院

刘贵超 外交学院

刘婕 西安交通大学

蔡青清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肖溪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万琪珑 西班牙 IE 大学



尤怡昀 西北工业大学

龙海燕 西北工业大学

王雅楠 西北工业大学

王亚超 伊拉斯姆斯大学

马莉莎 云南财经大学

秦艺宸 云南财经大学

张新 云南大学

毕菲 云南大学

颜慧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劳舒璇 浙江大学

姚星宇 浙江大学

卓雨奇 浙江大学

严飞虎 浙江大学

李科毅 浙江外国语学院

赵秀赞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璇 中共玉林市委党校

苗湾湾 中共郑州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温仕鸿 中共中央党校

赵寒青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朱玮琳 中国海洋大学

吴云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王一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谢文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博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张灏淼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成玮 中国民航大学

厉万方 中国民航大学

周明唯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濮云涛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

杨青青 中国人民大学

王磊 中国人民大学

余佩樨 中国人民大学

李越 中国人民大学

崔樱曦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蒲建亭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夏雯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刘晓晗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刘洋 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

王枭嘉 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

杨万里 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

刘骁逸 中国政法大学

刁若梅 中华女子学院

马嘉璇 中华女子学院

张莉英 中华女子学院



郑怀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吴昊 中南民族大学

陈晗蕾 中山大学

牛香豫 中山大学

李钰颢 中悦（海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庞景文 重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