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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6〕72号 

关于表彰奖励 2015 年大学生课外竞赛 

获奖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 

2015 年我校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动，在数学 

建模、电子科技、广告艺术设计等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较宽参与面 

的重要赛事中取得良好成绩。 

为进一步推动大学生课外活动的深入开展，提高广大师生的 

创新意识、协作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根据《江西师 

范大学教学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对获得省级 

一等奖以上的集体与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希望受到表彰奖励的师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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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力争取得更好成绩。同时，希望全校其 

他师生以他们为榜样，刻苦钻研、积极进取，不断强化创新与实 

践能力，努力为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办学声誉贡献自己 

的力量。 

附件： 江西师范大学2015年大学生课外竞赛获奖名单及奖励 

江西师范大学 

2016 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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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西师范大学 2015 年大学生 

课外竞赛获奖名单及奖励 

一、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主办） 

（一）国家二等奖（2000元/队） 

1．参赛学生：严佳烨、欧阳伟婷、李慧 

指导教师：吴根秀 

2．参赛学生：彭芝、罗双、涂静逸 

指导教师：张金国 

（二）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吴旭、刘旺、金树冬 

指导教师：温利民 

2．参赛学生：陈红梅、刘哲、胡辉 

指导教师：杨智勇 

3．参赛学生：钟烨、于玉婷、谭颖莉 

指导教师：易桂生 

4．参赛学生：郭容凡、杜瑶、何威 

指导教师：李玮

http://baike.so.com/doc/6112308.html
http://baike.so.com/doc/63462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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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赛学生：陈俊、熊佳纯、赵梦怡 

指导教师：李玮 

6．参赛学生：万嘉伟、吴倩倩、杨秀凤 

指导教师：吴根秀 

7．参赛学生：彭曦、聂琼成、谢明 

指导教师：温利民 

8．参赛学生：李平平、徐忠明、冯小雪 

指导教师：吴根秀 

二、全国大学生电子科技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主办） 

（一）国家级二等奖（2000 元/队） 

参赛学生：喻朝光、司会彬、陈安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指导教师：黄剑华、蔡十华 

（二）省级一等奖（已在国家二等奖中奖励） 

参赛学生：喻朝光、司会彬、陈安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指导教师：黄剑华、蔡十华 

三、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组织、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

http://baike.so.com/doc/6640294-6854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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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共同承办） 

（一）国家二等奖（2000元/队） 

1．参赛作品：恒安集团爱改变生活 

参赛学生：李旺、朱贝、王静 

指导教师：刘开源、李海丽 

2．参赛作品：娃哈哈 

参赛学生：刘兰清 徐鑫杰 郭沙 马梦娇 

指导教师：黄清华、祝胜军 

（二）国家三等奖（1000元/队） 

1．参赛作品：洁婷 

参赛学生：宋果兴、崔静茹 

指导教师：饶乐 

2．参赛作品：互动大师 

参赛学生：陈婧 

指导教师：蔡立媛 

（三）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作品：999感冒灵颗粒 

参赛学生：朱丽萍 

指导教师：孙平 

2．参赛作品：999感冒灵颗粒 

参赛学生：刘帆、梅官婷、叶婷婷、宗芳竹、周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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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黄清华 

3．参赛作品：加乐活 

参赛学生：简丽蓉、李佳玺、张成洁 

指导教师：戴微星 

4．参赛作品：艳遇中国 

参赛学生：熊渝、李楚天、程柏杰、游科、袁伟杰 

指导教师：李海丽、黄清华 

5．参赛作品：心相印 

参赛学生：杨越、陈梅、宋笑男 

指导教师：蔡立媛 

6．参赛作品：心相印 

参赛学生：杨小诗、陶于婷、李俊、林翊 

指导教师：黄清华、祝胜军 

7．参赛作品：娃哈哈 

参赛学生：张国顺、王子、尹玉芳、邹明伟 

指导教师：祝胜军、黄清华 

8．参赛作品：999红糖姜茶 

参赛学生：涂梦颖 

指导教师：曾振华 

9．参赛作品：娃哈哈 

参赛学生：陶宏元、姜小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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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戴微星、刘一儒 

10．参赛学生：郑品泽、罗英 

指导教师：饶乐 

11．参赛学生：李强 

指导教师：王懿清 

12．参赛学生：周君君 

指导教师：聂琰 

13．参赛学生：王何 

指导教师：欧阳雪芬 

四、2015 江西电子综合设计展示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参赛作品： 视频信号无线通信 

参赛学生：喻朝光、司会彬、陈安 

指导教师：黄剑华 蔡十华 

五、第四届江西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 

（江西省教育厅主办） 

（一）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1.参赛学生：曾建平 

指导老师：王琦 

2.参赛学生：胡天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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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周新雅 

3.参赛学生：李霖 

指导老师：胡银泉 

六、江西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江西省教育厅主办）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1．多媒体课件制作 

参赛学生：谢超、王国庆、王钰彪、潘春宇、廖鹏辉、王丽 

娜、李诗雨、何苗苗、田雨虹、袁国朝、杜静、刘雨婷 

指导教师：江丰、程晏蓓、李志国、熊红星、孙菊如、付婧、 

龚岚（2）、曹烨 、程国亮、俞玲、李志强 

2．教学设计 

参赛学生：谢思妮、谢超、杨梅、申珂、孙冰洁、刘波、金 

璐、李倩、廖雅琼、温昕、李洁茹、商亿媛、余丰、陈素、林若 

兰 

指导教师：江丰（3）、程晏蓓、邹花香、赵玉洁、邹花香、 

叶宝娟、易芳、王燕、程国亮（2）、文沫、董闽花、晏小琴 

3．模拟课堂教学 

参赛学生：林卉、倪雨婷、杨月琴、张誉予、黄弯凤、聂励、 

朱力群、孙冰洁、韩丽冰、杨琳、邹扬帆、熊婷婷 

指导教师：江丰、俞玲（2）、江丰、姚宝骏、孙菊如、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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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邹花香、欧阳芬、文沫、李达达、晏小琴 

七、 “从我做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媒体活动手机APP 

大赛 

（中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宋伟强、邬志颖、刘新宇 

指导教师：刘清华 

2．参赛学生：卫伟、刘涵宇、魏宝权 

指导教师：刘清华 

八、动漫与艺术设计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刘阳、宁子珺 

指导教师：万昌畋、王渊 

2．参赛学生：王冬瑾、薛咏、揭雅迪 

指导教师：朱昊然、王渊 

3．参赛学生：刘阳、王小兰、陈楚怡 

指导教师：万昌畋、王渊 

4．参赛学生：李强 

指导教师：王懿清 

5．参赛学生：王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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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张哲 

6．参赛学生：王恃林 

指导教师：李扬 

7．参赛学生：刘彬彬 

指导教师：陈向鸿 

九、软件设计（游戏创意设计）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参赛学生：邹玉婷、危玥 

指导教师：王渊 

十、手机软件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宋伟强、柯芬芬、钟毅荃 

指导教师：刘清华、曾雅琳 

2．参赛学生：谢成、 

指导教师：程思、 

3．参赛学生：余江义 

指导教师：刘清华 

十一、电脑软件设计 

（江西省教育厅）



— 11 —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曾海菁、陈梦清 

指导教师：吴福英 

2．参赛学生：朱远标、肖欢欢、杨诗东 

指导教师：曾雅琳 

3．参赛学生：卢伟、彭婷、胡小东 

指导教师：刘清华、张云 

十二、江西省知识产权（专利）竞赛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刘军林、吕文雅、何兴、李娣、饶丽玲 

指导教师：熊时升、彭江（3）、张以标 

十三、2015 年网页设计与制作技能大赛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刘顿、刘家祥 

指导教师：何涛、朱虎平 

2．参赛学生：施懿、李霞 

指导教师：王渊、郭斌 

十四、第三届江西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江西省教育厅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共青团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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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江西省商务厅）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周舒雅、谢志强、张敏、林嘉桦、施佳航 

十五、建筑工程技术（建筑CAD）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陈思桦、李谊凌 

指导教师：周博 

十六、模拟法庭（判决书）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陈航、黄龙、黄姿、朱璟 

指导教师：罗金寿 

十七、园林景观设计技能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刘微、邓莹萍 

指导教师：张国勇、陈晓刚 

十八、化学实验（专业类）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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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余巧勤 

指导教师：张小亮 

十九、2014 江西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与职业技能展示（竞赛）证券 

投资技能 

（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江西省委员会） 

省级一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范安、涂聪文、李珊、欧阳小冬、周曼丽 

指导教师：陈南旺 

二十、第十一届“梦想中国”全国才艺展示歌唱大赛 

（江西省教育厅） 

省级金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张琼瑜 

二十一、大学英语竞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研究会主办） 

（一）国家一等奖（500元/人） 

参赛学生：刘佳奇、邱志慧（待定） 

（二）省级特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李雅雯、刘方家、曾维欣、黄龙、邓颖 

指导教师：董闽花（2）、胡宝莲、陈海峰、黄奕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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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级一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姜琳琳、温林春、郑雅馨、饶蒙、江文妤、黄梦 

莹、万心驰、祝旦婷、刘一璠、刘思琪、邓玉婷、刘佳奇、邓莹、 

邱志慧、傅懿薪田、周婉如 

指导教师：李玉英、胡新建（2）、董闽花、李勇忠、吴琼、 

周雪英、喻萍、杜国娟、鲁明召、徐俊芳、吴佳娜、郭婷、傅巧 

玉、邝清、章波 

二十二、2015 第八届计算机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指委、教育部高等学校软件工 

程专业教指委） 

（一）国家一等奖（3000元/队） 

参赛作品：蓝天 

参赛学生：王建程、王景 

指导教师：李萍 

（二）国家二等奖（2000元/队） 

1．参赛作品：空气瓶 

参赛学生：薛咏、王冬瑾、揭雅迪 

指导教师：朱昊然 

2．参赛作品：基于智能胎心仪的孕妇伴侣 

参赛学生：彭婷、卢伟、邬一进、王刚、王丽平 

指导教师：刘清华、曹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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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作品：基于智能手表和血氧探头的老人监护仪 

参赛学生：宋伟强、邬志颖、刘新宇、熊墩、安兴超 

指导教师：刘清华、曹远龙 

（三）国家三等奖（1000元/队） 

1．参赛作品： “我的村”农村电子商务信息服务平台 

参赛学生：刘冬冬、潘若薇、刘熔 

指导教师：刘清华、曹远龙 

2．参赛作品：基于微型智能皮肤测试仪美丽加手机APP 

参赛学生：卫伟、欧阳娱倩、彭雄辉 

指导教师：刘清华 

3．参赛作品：呼吸在成长的地方 

参赛学生：晏潘琦、龚智海、梅译丹 

指导教师：万昌畋 

二十三、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 

挑战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一）国家级二等奖（2000 元/队） 

参赛作品：基于互联网+的万家美智能家居创业 

参赛学生： 吴裕彬、鞠明岳、许飒、舒彩霞 

指导教师：孙德林、何慧、陈文杰 

（二）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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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品： “虚拟立体游”综模式电子商务平台 

参赛学生：段泽宁、袁瑞、周龙飞、周超 

指导教师：蒋科蔚 

二十四、第三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校历史教育专业教育技能大赛 

说课 

（全国历史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西南师范大学承办） 

（一）国家二等奖（300元/人） 

获奖学生：宫陈、孙浩 

指导教师：李江、赵玉洁 

（二）国家三等奖（200元/人） 

获奖学生：周冰蕾 

指导教师：李江、赵玉洁 

二十五、第九届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课件评比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校现 

代远程教育协作组） 

国家三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卜伟松、李斌斌、徐雅莉、孙弦、龚成秋 

指导教师：郭开强2 

二十六、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建筑与环境设计专业学生美术 

作品大奖赛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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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一等奖（400元/人） 

参赛学生：赵颖 

指导教师：胡兰贞 

（二）国家二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方晨雨 

指导教师：李荣华、胡兰贞 

（三）国家三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刁佳敏、万捷 

指导教师：李荣华、胡鸿、陈晓刚 

二十七、第三届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 

（全国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教务处长联席会主办） 

（一）国家级三等奖（200元/人） 

1．参赛学生：彭立红 

参赛单位：化学化工学院 

指导教师：盛寿日 

2．参赛学生: 王兢婧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指导老师：王琦 

二十八、第七届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 

创新大赛 

（中国教育部和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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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 

国家级三等奖（100元/人） 

参赛学生: 王兢婧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指导老师：王琦 

二十九、2015“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大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联合举办） 

（一）国家级二等奖（300元/人） 

1．获奖学生：李雅雯 

指导教师：董闽花 

2．获奖学生：李雅雯 

指导教师：刘辅兰 

3．获奖学生：田美琪 

指导教师：Caroline 

4．获奖学生：熊婷婷 

指导教师：Caroline 

（二）国家三等奖（200元/人） 

获奖学生：李雅雯 

指导教师：Caroline 

三十、英语演讲网络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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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联合举办） 

国家二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万祉昕 

指导教师：夏旭 

三十一、第十八届“外研社·京东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联合举办） 

（一）国家三等奖（200元/人） 

获奖学生：杨佳静、汪雅君 

指导教师：Oliver 

三十二、2015 年（第 8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软件工程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文科计算机 

基础教学指 导分委员会、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主办） 

（一）国家二等奖（2000元/人） 

1．参赛学生：苑辰、胡诚洁、曹志远 

指导教师：王萍、刘一儒 

2．参赛学生：刘培、石广兴、余清波 

指导教师：喻晓琛、王昌晶 

3．参赛学生：周欣蕾、李俊诚、周涂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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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倪海英、罗芬 

（二）国家三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黄丰雨、黄虹 

指导教师：万宇文 

2．参赛学生：陈缤蕊、曾艳红、李金龙 

指导教师：王萍 

3．参赛学生：蔡宇晴、张慧、刘雪婷 

指导教师：王萍 

三十三、2015 全国高师学生英语教师职业技能竞赛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语教学与研究协作组与国家基础教育实 

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联合组织举办） 

省一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汪红红、赖菲菲、卢文华、熊婷婷、胡汝婷、郭 

志勇、洪婷、雷小慧、刘扬、曾维欣、毛娟、曾春妮、喻佳、余 

天慧、简文婷、方小婷、骆洋、魏越尔、胡泠霏 

指导教师：董闽花、胡新建、晏小琴 

三十四、全国第七届“优利德杯”大学生与研究生物理教学技能 

展评 

（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一）国家级一等奖（300元/人） 

1.参赛学生: 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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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周新雅 

2.参赛学生: 陈媛媛 

指导老师：胡银泉 

3.参赛学生: 戚亚娟 

指导老师：胡银泉 

4.参赛学生: 赵艳霞 

指导老师：周新雅 

（二）国家级二等奖（200元/人） 

1.参赛学生: 丁秋梅 

指导老师：胡银泉 

2.参赛学生: 韩鼎 

3.参赛学生: 洪双艳 

指导老师：周新雅 

4.参赛学生: 乐林鹿 

指导老师：胡银泉 

5.参赛学生: 王盈 

指导老师：周新雅 

（三）国家级三等奖（100元/人） 

参赛学生: 冯韵儿 

三十五、全国第七届“优利德杯”大学生与研究生物理自制教具 

与设计实验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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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一）国家级一等奖（300元/人） 

1.参赛学生: 戴刘江 

指导老师：周新雅 

2.参赛学生: 高静 

指导老师：胡银泉 

（二）国家级二等奖（200元/人） 

1.参赛学生: 韩鼎 

指导老师：王琦 

（三）国家级三等奖（100元/人） 

1.参赛学生: 肖长信 

指导老师：胡银泉 

2.参赛学生: 丁秋梅 

指导老师：胡银泉 

三十六、第四届全国大学生GIS应用技能大赛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地理 

信息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 

究 中心共同主办） 

国家三等奖（1000元/队） 

1．参赛学生：白丽霞、杨诗怡、宋存菊、于林甲 

指导教师：胡碧松、齐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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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学生：蒋晓荣，王丽云，郑晓宇，黄翔 

指导教师：胡碧松、齐述华 

三十七、第二届全国高校地理师范教学技能竞赛 

（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国家二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刘斌 

指导教师：叶滢 

三十八、全国第六届大学生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教育部、商务部、无锡市人民政府） 

国家二等奖（2000元/队） 

1．参赛作品：基于智能手表和血氧探头的老人监护仪 

参赛学生：刘新宇、闵强、潘若薇、宋伟强、万柔 

指导教师：刘清华、曹远龙 

2．参赛作品：基于智能胎心仪的孕妇伴侣 

参赛学生：卢伟、彭婷、王刚、邬一进、陶爱娟 

指导教师：刘清华、曹远龙 

三十九、第二届“大智慧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金融 

操盘手”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部） 

国家三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赖世兴、胡晓奇



— 24 — 

四十、第六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个人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 

（一）国家二等奖（2000元/队） 

参赛作品：基于蓝牙可穿戴设备的老人监护仪 

参赛学生：宋伟强、刘新宇、邬志颖 

指导教师：刘清华、曹远龙、曾雅琳 

（二）国家二等奖（300元/人） 

参赛学生：魏语宏 

指导教师：朱虎平 

（三）国家三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李思辰、刘晓霞 

指导教师：卢家兴、龚俊 

（四）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1．参赛作品：智慧小区生活通 

参赛学生：彭雄辉、卢伟、欧阳娱倩 

指导教师：刘清华、徐正、张云 

（五）省级一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张汇发 

指导教师：李萍 

（四）优秀组织奖（1000元） 

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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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第四届“中国软件杯”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 

国家一等奖（3000元/队） 

参赛作品：矢量图形（line和 circle）在非自交多边形边界 

中的裁剪显示 

参赛学生：苗永春、骆兆楷 

指导教师：唐权华 

四十二、第十届“科讯杯”国际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科讯网世界有限公司主办） 

国家一等奖（800元/队） 

参赛作品：《花开的声音》 

参赛人员：张艺卓 汤娜 

指导教师:李海丽 

四十三、2015 年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作品竞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全国数字媒体专业建设联盟） 

（一）国家一等奖（800元/队） 

参赛学生：刘阳、宁子珺 

指导教师：王渊 

（二）国家三等奖（300元/队） 

参赛学生：陈嘉薇 

指导教师：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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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江西赛区 

（中国数学会主办、福建师范大学承办） 

省级一等奖（200元/人） 

参赛学生：盛佳伟、倪虎、刘彩凤 

指导教师： 

四十五、美国数学建模竞赛 

（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主办） 

国家二等奖（2000元/队） 

1．参赛学生：董崇、易剑韬、王秋云 

指导教师：易桂生 

2．参赛学生：桂升、陈震寰、管明明 

指导教师：易桂生 

四十六、2015“农业发展银行杯”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 

（一）国家二等奖（500元/队） 

1.参赛学生：肖思远、严雪梅、周珠香、胡晓奇、周芳、章文爽、 

彭晓（遗漏的） 

（二）国家三等奖（300元/队） 

1.参赛学生：黄雅洁、张偕霁、李财凤、徐菁、李勇杰、王玉萍、 

李致远 

2.参赛学生：曾丽梅、况颖，胡梦婷、刘忠涛、余奕文、旷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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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薇 

四十七、2015 年中国工商银行杯“e路有你”大学生金融微视频 

竞赛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工商银行主办） 

（一）国家特等奖（1000元/队） 

参赛学生：何明瑾、钟嘉慧、段媛媛、朱作飞 

（二）国家二等奖（500元/队） 

参赛学生：郭雅萍、陈妍程、丽丹 

（三）国家三等奖（300元/队） 

参赛学生：郭湘 

四十八、第十届“毕昇杯”全国电子创新设计大赛 

（北京精仪达盛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主 

办） 

（一）全国一等奖（800元/队） 

参赛作品：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与安保系统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参赛学生：陈斯铭、邱开禄、甘云强 

指导教师：黄剑华 

（二）全国二等奖（500元/队） 

参赛作品：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居管理应用系统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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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学生：喻朝光、司会彬、陈安 

指导教师：黄剑华 

（三）全国三等奖（300元/队） 

参赛作品：基于单片机的道路形态记录小车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参赛学生：祝天培、付溢、尹文兵 

指导教师：黄剑华 

四十九、第二届“大唐杯”全国大学生移动通信技术大赛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主办） 

（一）省级一等奖（500元/队） 

参赛学生：付晨远、李恒民 

参赛单位：物理与通信电子学院 

指导老师：叶志清 

五十、2015 江西省大学生计算机作品赛 

（江西省科协和江西省科技厅主办、江西省计算机学会、江西省 

计算技术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承办）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参赛学生：宋伟强、邬志颖、刘新宇 

指导教师：刘清华、尹红 

五十一、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写作大赛（江西赛区） 

省级特等奖（2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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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学生：田美琪、熊婷婷、李雅雯、李雅雯 

指导教师：李达达、胡新建、董闽花、刘辅兰 

省一等奖（100元/人） 

获奖学生：熊婷婷 

指导教师：刘辅兰 

五十二、第三届“华创杯”市场调查分析大赛 

（江西省统计学会、共青团江西省委、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队主 

办） 

省级一等奖（1000元/队） 

参赛学生：王钰彪、徐松松、张慧、蔡宇晴、陈淑兰、张晓洁 

指导教师：邓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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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纪委，党群各部门。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6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