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源学院 2017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公示时间：5月18日-5月22日 

注意事项： 

1、请考生核对“资源学院2017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各项信息，有任何问题请5月22日16：00前向资源

学院研究生科提出，联系人杨老师，电话027-67883627。正式录取名单需根据档案、体检、政审等结果由学

校最终确定。通知体检复查的考生请尽快将复查结果交到杨老师处。 

2、根据学校规定，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和定向（委培），非定向全日制博士研究生享受各项奖助学金，定向（委

培）博士生需缴纳培养费。 

对于在职人员中拟录取为非定向的，可享受非在职生待遇，考生需与现单位脱离关系：1）将档案转入学

校；2）提供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备注：若不能按时提供这两项材料将取消录取。 

对于在职人员中拟录取为定向（委培）的，不转档案，但需提供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其至少脱产3年在

校学习并为博士生完成论文提供必要的支持的证明，并签署定向（委培）合同，缴纳2.8万元/年的委培费，

保证博士生毕业后回单位工作。 

3、考生根据拟录取名单，5 月 30 日前办理并寄送以下材料：①政审表；②非定向考生档案（应届硕士生档案



可在毕业时统一办理）；③“定向委培”考生委培合同一式三份（从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表格下

载”栏目下载，有问题请咨询招办王老师 027-67885070）；④体检报告（体检医院为我校医院或二级甲等及以

上医院）。以上材料缺项或者不合格不予发录取通知书。①和②寄送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88 号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研究生科（430074），电话:027-67883627（建议用 EMS 邮寄），③和④寄送到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王老师 027-67885070），若在我校医院体检的不用寄送。 

 

姓名 拟录取专业 考试方式
外国语

成绩 

业务一

成绩 

业务二 

成绩 

初试

成绩

复试 

成绩 
综合成绩 录取类别 导师姓名 系所 

马亮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78 75 91 244 93.2 93.2 定向 焦养泉 煤工系 

魏小松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60 74 81 215 90.2 90.2 非定向 严德天 煤工系 

叶子亿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56 69 77 202 88.6 88.6 非定向 庄新国 煤工系 

龚银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王华 煤工系 

何杰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王华 煤工系 

王雨轩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本科直博 非定向 郝芳 石油地质 

肖雪薇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58 85 75 218 92.6 92.6 非定向 陈红汉 石油地质 

陈兰朴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73 75 87 235 92.6 92.6 非定向 郝芳 石油地质 

刘程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66 74 87 227 90.6 90.6 非定向 郝芳 石油地质 

杨威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76 89 88 253 93.4 93.4 非定向 何生 石油地质 

王亮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78 76 79 233 92.2 92.2 非定向 沈传波 石油地质 



赵文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何生 石油地质 

李刚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梅廉夫 石油地质 

兰正凯 08200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普通招考 67 79 82 228 87.2 87.2 非定向 龚斌 石油工程 

方军龄 08200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普通招考 82 82 89 253 90.2 90.2 非定向 龚斌 石油工程 

王景仪 08200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申请考核 91 91 92.4 92.4 非定向 蔡建超 石油工程 

徐林 082000|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申请考核 85 85 90.78 90.78 非定向 顾军 石油工程 

昝培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55 76 79 210 82.6 82.6 非定向 陈守余 数地所 

冷帅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70 71 79 220 81.2 81.2 非定向 夏庆霖 数地所 

黄啸坤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普通招考 76 94 80 250 85.2 85.2 非定向 赵鹏大 数地所 

刘宏伟 0818Z1|资源产业经济 普通招考 66 62 80 208 84.4 84.4 定向 赵鹏大 数地所 

张璐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本科直博 非定向 蒋少涌 资源系 

高稳胜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本科直博 非定向 李建威 资源系 

李思远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本科直博 非定向 李建威 资源系 

孙冰珂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本科直博 非定向 吕新彪 资源系 

苏建辉 070901|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本科直博 非定向 赵新福 资源系 

廖旺 070901|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本科直博 非定向 赵新福 资源系 

闫浩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蒋少涌 资源系 

王微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蒋少涌 资源系 

刘俊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李文昌 资源系 

陈威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吕新彪 资源系 

赵旭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魏俊浩 资源系 

杨清 081801|矿产普查与勘探 硕博连读 非定向 张均 资源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