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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甘教高„2019‟18 号 

 

甘肃省教育厅关于公布“甘肃省第三届 
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暨第十三届全国 

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分区赛”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高校： 

由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共同主办，兰州

理工大学承办的“甘肃省第三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暨第十

三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分区赛”于 2019年 5 月 31日

至 6 月 2 日在兰州理工大学顺利举办，来自全省 20 所高校

的 34 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根据竞赛程序和规则，评选出

甘肃赛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7 名、三等奖 10 名、优秀奖

14 名；最佳创意奖 1 名，最佳制作奖 1名；优秀组织奖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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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布。 

希望获奖高校及个人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创新意识

和团队意识。各高校要以学科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甘肃省第三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暨第十三届全 

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分区赛获奖名单 

 

 

 

                                              甘肃省教育厅  

                           2019 年 7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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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甘肃省第三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暨第十三届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分区赛获奖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参赛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奖 项 

1 兰州工业学院 冯玉芳 王亮 柳彦东 李轶鹏 赵永花 一等奖 

2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 李万春 车汉杰 王健 陈亚琴 黄钰峰 一等奖 

3 兰州理工大学 王福聪 张钰 徐峰杰 史艳莉 王秀丽 一等奖 

4 兰州大学 赵艳堂 代琪琪 杨泽旭 王亚军 二等奖 

5 陇东学院 赵雪峰 王丹 王维 王博 郭建博 二等奖 

6 天水师范学院 王同魁 王张军 王继祖 陈庭芳 吕向明 二等奖 

7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薛鹏阔 曾祥兵 黄云康 赵玉霞 曾在平 二等奖 

8 兰州工业学院 梁浩楠 欧尔刚 李海玲 李轶鹏 赵永花 二等奖 

9 兰州理工大学 鲁天寿 石莹莹 张彦粉 吴长 王秀丽 二等奖 

10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白振 李发强 杨会东 王国华 郑祎林 二等奖 

11 兰州大学 张子扬 王鹤润 吴雨伦 王亚军 张豫川 三等奖 

12 甘肃农业大学 范爱林 闫浩洲 王奎 韩祎 李晓飞 三等奖 

13 西北民族大学 叶天松 郭正法 江晓珂 吴忠铁 王晓琴 三等奖 

14 河西学院 聂鹏鹏 强生祥 付常兴 未晓丽 李生辉 三等奖 

15 兰州交通大学铁道技术学院 杨志鸿 杨琴 王发荣 任新 石明星 三等奖 

16 河西学院 赵滋忠 梁文启 谢海峰 未晓丽 李星 三等奖 

17 陇东学院 国星 郭永斌 杨宇珺 杨阳 胡爱萍 三等奖 

18 兰州理工大学 王政园 吕想桢 吕鹏程 李喜梅 王秀丽 三等奖 

19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尚登成 许彦军 闫乐 刘国强 吴椿 三等奖 

20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 田泽富 房海勇 郭培 任士贤 李敬元 三等奖 

21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斌 梁万辉 王旭 张虎跃 陈晋博 优秀奖 

22 天水师范学院 王志忠 何晓昀 郑杰 孙艳 优秀奖 

23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汤建军 吴凯阳 梅乐 卢伟荣 张宁锋 优秀奖 

24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陈星寰 李玉鸿 郭潮林 胡亚东 优秀奖 

25 武威职业学院 何仁东 刘胜 王伟 孟建文 杨健林 优秀奖 

26 兰州交通大学 石旭辉 高宗德 周嘉其 郭春香 赵宪锋 优秀奖 

27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乔东孝 胡侃 夏伟冬 马龙 陈继强 优秀奖 

28 兰州财经大学陇桥学院 蔺伟东 崔彪 李朝隆 易建强 柳聚鹏 优秀奖 

29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李静 张明东 罗巍 赵志鹏 优秀奖 

30 甘肃农业大学 周学峰 王琦 苏博 张兆波 周茂定 优秀奖 

31 兰州交通大学 胡晨晖 刘官官 陈拓 夏文传 郭 健 优秀奖 

32 西北民族大学 李翔 陈硕 邓成茂 吴忠铁 王晓琴 优秀奖 

33 兰州资源与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李国强 妥玉新 李小阳 达文泮 万瑞霞 优秀奖 

34 兰州交通大学 黄 滔 闫海洋 韩 韬 李 伟 张 凯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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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名称 参赛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奖 项 

35 兰州交通大学 胡晨辉 刘官官 陈拓 夏文传 郭 健 最佳创意奖 

36 兰州大学 赵艳堂 代琪琪 杨泽旭 王亚军 最佳制作奖 

37 兰州工业学院   优秀组织奖 

38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   优秀组织奖 

39 兰州理工大学   优秀组织奖 

 

 

 

 

 

 

                    

 

 

 

 

 

 

 

 

 

 

 

 

 

 

 

 

                                     

甘肃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年 7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