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东华大学在校留学生奖学金”有关规定，经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讨论，现将 2019

年春季学期各类单项奖奖学金拟定名单进行公示。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f “Measures of Granting 

Scholarships and Honorary Titl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discussion of ICES Scholarship Committee, the 

scholarship student name list of spring 2019 is as follows. If there is any opinion, please contact the committee. 

公示时间(Public Notification Period)：6月 22日前 Until June 22 

联系地址(Address)：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122办公室李老师 ICES 122 Ms Li 

联系电话(Tel)：62373066-51 

Outstanding Recreational & Sports Award 

文体活动优秀奖 

 

中文姓名 英文名 国籍 学生类别 专业 

梦合金 ERDENEMUNKH MUNKHJIN 蒙古 本科生 市场营销 

卡尔 BELLA ZILLI KARL WILFRIED 喀麦隆 本科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阿巴卡 ENKHBAT GANBAYAR 蒙古 语言生 汉语 

玛丽 SPITSYNA MARIYA 哈萨克斯坦 语言生 汉语 

诺明 NARANKHUU NOMIN-ERDENE 蒙古 本科生 环境设计 

 

Scientific Research Award 

科研奖 

中文姓名 英文名 国籍 学生类别 专业 

阿东 ABDALLA IBRAHIM ALI ALTOOM 

ABDALLA 

苏丹 博士研究生 材料学 

罗西克 MOHAMED HASSAN ELWATHIG 

ABD ALLA 

苏丹 博士研究生 材料学 

茹丹 SIDDIQUE AMNA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 

严威 AZHAR SAYED WAQAR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纺织复合材料 



宏博 ZAAROUR BILAL 叙利亚 博士研究生 纺织工程 

孟望舒 MEMON HAFEEZULLAH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纺织工程 

王洛发 ABEDALWAFA MUKHTAR 

MOHAMMED AWAD 

苏丹 博士研究生 纺织生物材料与技术 

艾美 ANJUM AMNA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工商管理 

范琳娜 KANWAL FARIHA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化学 

杜天佑 DORJSUREN BATSUREN 蒙古 博士研究生 环境科学与工程 

马博文 GEDEFAW MOHAMMED 埃塞俄比亚 博士研究生 环境科学与工程 

罗昌国 RASOOL ABDUR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程景波 HAYAT SHOAIB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白敬 BABAR AIJAZ AHMED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纳米纤维及杂化材料 

尚如诗 RASHID SABA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信息与通信智能系统 

 

Excellent Social Work Award 

社会工作优秀奖 

中文名 英文名 国籍 学生类别 专业 

米瑞伊 ERKINBEKOVA MEERIM 吉尔吉斯斯坦 本科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应娜瑞 BATSAIKHAN ENKHNARAN 蒙古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阮文光 NGUYEN VAN QUANG 越南 本科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安娜 AFANASEVA ANASTASIIA 俄罗斯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玛芮娅 PETROVA MARIIA 俄罗斯 本科生 服装设计与工程 

戴牧 GADODIA KARAN 印度 本科生 工商管理（国际项目） 

健文 PHUNNARUNGSI NOTT 泰国 本科生 国际贸易（国际项目） 

柯诗雅 KOKLIANOVA ANASTASIIA 俄罗斯 本科生 工商管理 

塔米拉 TUMENJARGAL TAMIR 蒙古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唐雅褀 TENG YAA KEE 马来西亚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阮莉静 NGUYEN THI THUY 越南 本科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卡尔 BELLA ZILLI KARL WILFRIED 喀麦隆 本科生 国际经济与贸易 

陈仁杰 TAN REN JIE 马来西亚 本科生 服装与服饰设计 

王卓 RIGUAL FERNANDEZ DANIELLA CECILIA 委内瑞拉 本科生 视觉传达设计 

妮妮 PHENGVICHITH NINI 老挝 本科生 财务管理 

帅明 HUSSAIN MUHAMMAD ATHER IQBAL 巴基斯坦 博士研究生 控制科学与工程 

沙尼可 SHAMANSKII NIKITA 俄罗斯 硕士研究生 国际贸易学 

仲野友江 NAKANO TOMOE 日本 语言生 汉语 

艾可可 ETCHEVERRY CONSTANCE AURELIE 法国 本科生 工商管理（国际项目） 

唐英杰 TOENDEPI INNOCENT 津巴布韦 博士研究生 材料学 



古心雅 SATTAR MAMOONA 巴基斯坦 硕士研究生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杨山 BOUITI VIAUDO AIME GILLES PROSPER 刚果（布） 本科生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 

                                                        ICES Scholarship Committ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