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期中国国际公务员能力建设项目录取名单 

 

姓名 大学/单位 

杨天娇 北京大学 

李  卓 北京大学 

李保艳 北京交通大学 

聂沛然 北京师范大学 

陈轶璇 北京师范大学 

张  萌 北京师范大学 

李源德 北京外国语大学 

毛舒炀 北京外国语大学 

庄岩博 渤海大学 

王瑞元 渤海大学 

刘令翔 长安大学 

李  莉 成都中医药大学 

曾  艺 成都中医药大学 

朱婉麟 重庆大学 

魏前承 重庆大学 

叶  丹 重庆大学 

张嘉睿 大连外国语大学 

闫昕宜 大连外国语大学 

佘雨雷 大连外国语大学 



蒋  娟 电子科技大学 

汤佩颖 电子科技大学 

李  杰 电子科技大学  

周子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吴炎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阎  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李吟歌 复旦大学 

徐晓琳 公安部特勤局国际维和总队 

隋亚平 公安部特勤局国际维和总队 

江启欣 公安部特勤局国际维和总队 

马雪辉 广东工业大学 

吕良子 广东工业大学 

冯春霈 广东工业大学 

梁嘉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小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李颖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黄社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韩伟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郭青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  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谢雨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钟  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景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谈小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林妍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黄建成 国防科技大学 

郝宇涵 国防科技大学 

田纪龙 国防科技大学 

隋尚君 国际关系学院 

董  浩 国际关系学院 

李溪畅 国际关系学院 

罗婉竹 哈尔滨工业大学 

常世通 哈尔滨工业大学 

林泽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侯娅玲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贾梦峣 河南大学 

许  畅 河南大学 

程诗音 湖北大学 

陈泓含 湖北大学 

王文灵 湖北警官学院 

黄雨柯 湖北警官学院 

余  毅 湖南大学 

黎宇舟 湖南大学 

王安迪 华东师范大学 



周玉玲 华南理工大学 

张丹凤 华南师范大学 

吴晨郡 华中科技大学 

陈玉麒 华中科技大学 

付家谣 吉林大学 

常帅兵 吉林大学 

陈意婷 暨南大学 

曹源清 暨南大学 

卢可欣 暨南大学 

卢家欢 昆明理工大学 

张京晶 昆明医科大学 

施养存 兰州大学 

柳  叶 辽宁大学 

刘裕靖 辽宁大学 

康  乐 南京大学 

金昱希 南京大学 

张欣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陈  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崔津耀 南京师范大学 

胡富钦 南开大学 

张乐萌 内蒙古大学 

江钰婕 宁波诺丁汉大学 



贺钰婷 宁波诺丁汉大学 

钟雪瑶 青岛大学 

宋媛珠 青岛大学 

李  琰 厦门大学 

贾雨薇 厦门大学 

夏  爽 山东大学 

胡晓宇 山东大学 

朱还浦 山东大学 

莫璐瑜 山东师范大学 

魏新怡 汕头大学 

肖铭杰 汕头大学 

施涵佳 汕头大学 

刘振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何  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王小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黄一然 上海交通大学 

许竞之 上海纽约大学 

谷雨薇 上海纽约大学 

张文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良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 

沈  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永琦 深圳大学 



罗升鸿 四川警察学院 

杨铭南 四川农业大学 

刘园圆 四川农业大学 

张子晴 四川轻化工大学 

何  怡 四川轻化工大学 

张  旭 四川外国语大学 

罗艺鑫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施亦文 天津大学 

罗紫元 天津大学 

杨若云 同济大学 

胡文杰 同济大学 

薛艳艳 外交学院 

徐诗沁 外交学院 

李举双 温州医科大学 

钟美玲 武汉大学 

黄  好 武汉大学 

李旭杰 武警警官学院 

张艺宝 西安财经大学 

张若彤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文杰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章霈琦 西安外国语大学 

王东鸣 西北工业大学 



孟伊葭 西北工业大学 

彭思源 西北工业大学 

张泊帆 西南财经大学 

舒  萌 西南财经大学 

高皓月 西南政法大学 

章文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林川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王俊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潘文蔚 浙江财经大学 

肖羽沁 浙江大学 

刘家安 浙江大学 

徐鹏博 浙江大学 

金  敏 浙江师范大学 

姚博文 浙江外国语学院 

何雨霏 中国传媒大学 

童一诺 中国民航大学 

彭宇滢 中国民航大学 

周  洋 中国人民大学 

李芙若 中国人民大学 

李  卿 中国人民大学 

刘  熹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李子怡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许锷汀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 

刘  冬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维和警察培训中心 

赵  珂 中国政法大学 

李曾桃子 中国政法大学 

晁弘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利思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陈  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浩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萧子衿 中南大学 

陈  哲 中南大学 

温世聪 中南大学 

吴  昊 中南民族大学 

常  乐 中山大学 

谢蕴灵 中山大学 

温质彬 中山大学 

汪东旗 中央财经大学 

李昊霏 中央财经大学 

周祎蓓 澳门大学 

郑  好 澳门大学 

汤  越 香港大学 

钱靖云 爱丁堡大学  

纪俊秀 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 



宋润坤 巴黎政治学院 

赵书艺 巴塞罗那大学 

李浩伍 波士顿大学 

周  震 格拉斯哥大学 

刘  政 德国欧洲应用科技大学 

杨伊宁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袁玥辰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刘佳昕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余妍琳 联合国和平大学 

熊  月 伦敦大学学院 

李嘉豪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戚佳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姬子晴 马里兰大学 

张玥至芃 曼彻斯特大学 

王柏霖 美国纽约大学 

孟宗烨 美国纽约大学 

林小曼 欧洲大学研究院 

张  莉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与发展学院 

周肇敏 悉尼大学 

伞擎杨 芝加哥大学 

邢  戎 北京盛荣鑫佳律师事务所 

夏晶晶 北京盛荣鑫佳律师事务所 



申开文 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下属北京市沐林教育

矫治所 

秦  英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刘晶晶 中国民用航空局 

孙  茹 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 

艾子轩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