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 

候选人登记表 

姓名 陈培楷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212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团员 
所在年级 

硕/博士 
14 硕 手机 15201465370 

现任职务 工学院研会创业部部长 

 

 

 

简 

 

历 

 

 

 

2010 年至 2014 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就读本科 任能源班班长 

2014 至今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攻读硕士 任研会创业部部长 

2014 年至 2016 年任潮实全国校友会副会长 北京分会会长 

2014 年任工学院能源系系友会筹备理事 

2016 年任北京大学素质拓展队队长 

 

 

奖 

惩 

记 

录 

 

 

2012 至 2013 年获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助理称号 

2013 至 2014 学年获优秀社会工作奖 

2014 至 2015 学年获优秀科研奖  

2014 至 2015 学年获能源系专项奖学金 吴康民励志奖学金 

2015 年 10 月在北京高校素质拓展比赛率队获冠军 

2016 年 6 月在全国大学生三走户外团队挑战赛率队获北区冠军 

 

 

候 

选 

人 

设 

想 

 

 

工学院研究生会创业部为一个新创部门，适逢双创浪潮，创业部也迎来

了业务丰富期。我在任创业部部长期间举办了适合各层次创业者需求的

活动，为推动创新创业贡献了一定的作用。如我能当选主席团成员，我

将致力于打造工学人自己的创业圈上，充分挖掘工学人的技术优势，为

工学人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平台。力求在任期结束时实现以下三个目

标:工学院拥有自己的创业交流平台并定期组织交流;工学人拥有自己的

硬件操作实践基地，为创业提供前期孵化服务;打造一系列针对不同层次

创业者的品牌活动，让不同阶段的创业爱好者都能有所收获。 

 

北京大学工学院第十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组委会 

二О一六年六月制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 

候选人登记表 

姓名 
顾佳

亮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2.04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

党员 

所在年级 

硕/博士 

2015 级博士

研究生 
手机 15701206394 

现任职务 工学院研会体育部部长；15 级博士 2 班团支书 

 

 

 

简 

 

历 

 

 

 

2015.10—至今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体育部部长 

2015.09—至今 北京大学工学院 2015 级博士 2 班团支书 

2014.09—2015.06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办公室助理 

2014.09—2015.06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011 级本科生第二党支部组织委员 

2013.10—2014.10 南京大学暑期实践团学生导师 

2013.07—2013.09 担任两个校级、一个院级暑期社会实践团团长 

2012.09—2013.06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 

2011.09—2015.06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年级体育委员 

 

 

奖 

惩 

记 

录 

 

 

2015.06 获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4.10 获南京大学“优秀学生” 

2014.09 获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蒋雯若奖学金 

2014.09 获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学生导师” 

2014.07 参加江苏省第三届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邀请赛，获化学组二等奖 

2013.09 获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校级“十佳个人” 

2013.09 获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校级“优秀团队” 

2013.10 获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一等奖 

2013.10 获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大连化物所奖学金、IKA 奖学金 

2013.10 获南京大学“拔尖计划”奖学金三等奖（两次，2013&2014） 

2013.05 获南京大学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2013.05 参加第四届江苏省高校化学化工联盟实验竞赛，获化学组二等奖 

2012.09 入选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基础学科拔尖计划项目 

 

 

候 

选 

人 

设 

想 

 

 

本着“研究生的需求，研会的责任”这一理念，研究生会需要着眼于两个方面

的建设。首先是作为院系与研究生群体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研究生会将进

一步了解研究生群体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为研究生群体服务；其次是作为院系

对外的窗口，将进一步拓展和其他院系、高校、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造

研会与院系的名片。总的建设方针可以用“引进来”、“走出去”进行概括。 

“引进来”：积极吸纳优秀的学生活动，结合工学院的自身的特点，进行改进与

创新；联系优秀的校友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讲座交流、实习实践的机会，满足

研究生群体的需要； 

“走出去”：积极开展和院校、高校之间的合作，通过文体、学术、科创等活动

加强交流；维护原有的实践团队，开拓新的实践团队，在地方建设优质的实践

基地，争取长期稳定的合作。 

 

北京大学工学院第十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组委会 

二О一六年六月制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 

候选人登记表 

姓名 陆建洲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2.09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所在年级 

硕/博士 
14博 手机 18110028808 

现任职务 
工学院研会副主席、工学院团委书记助理、 

校研会文化部部长 

 

 

 

简 

 

历 

 

 

 

社会工作情况 

2016.04-至今 成为北京大学学生党员骨干基层共建“鸿雁计划”的学员，

与学校党委副书记叶静漪等领导一起赴地方开展实践学习。 

2015.09-至今 担任工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分管组织部、合作交流部和

文艺部。丰富联谊形式和渠道，举办了十余场各类联谊活动，活动形式包

括：舞会、春游、踏青、联谊会、团建、滑雪、春/秋拍等，合作院校包

括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

民族大学，以及校内近 30 个院系。发掘同学们文艺爱好，统筹学院“工

• 新纪”2016 年新年晚会。为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学术思想对话，启迪

科学精神，负责“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邀请到医学部新任主任詹启

敏院士等 5位各行业重量级嘉宾。加强组织建设，举行工学院研究生会部

长考核章程培训会，确定执委会部长考核制度章程，举行工学院研会部长

中期过信任会议，针对 2016届保研硕博新生的进行研会春季纳新活动。 

2015.08-至今 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会文化部部长。作为导演，精心准备

了一整个学期，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观众厅成功举办“研韵华章”2016 北

京大学研究生新年晚会。统筹拍摄《谦卑的心》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形象宣

传片。举办了 “德赛”文化讲堂：探寻中华古语精妙—《中国成语大会》。

举办了三场首都高校校际辩论赛。与知名媒体凤凰视频合作，举办了

“2015 年毕业歌：凤凰花开的路口”毕业主题讲演活动，邀请到北大校

友、著名导演郑晓龙。 

2015.01-至今 协助学院领导筹备北京大学金融校友会，负责理事会人员

邀请及名单整理、章程草写、活动筹办等。协助北京市委、学院领导编写

《北京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方案》。 

2015.06-11 担任北京大学赴江苏盐城博士生服务团常务副团长，负责全

团各项工作及成果总结，受到了盐城市常务副市长庄兆林亲切接待。 

2015.02-03 参与北京大学赴河北保定博士生调研团，负责宣传报道工作。 

2015.03-07 担任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办公室副主任。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召

开一周内，成功举办全国高校研究生十八届四中全会学习交流论坛。  

2014.09-2015.09 担任院研会文艺部部长。作为主办方，成功举办了北京

大学“钟情一视”光棍节联欢晚会。作为导演，成功举办了工学院 2015

年“工贺拾年”元旦晚会。开创学院品牌联谊活动“踏莎行”踏青活动。 



 

学术科研情况 

2014.09-至今，本人在流动控制领域进行了一部分的探索，撰写学术论文

一篇《三棱柱的低雷诺数绕流研究》，已发表在核心期刊《航空动力学报》

（EI）。即将参加2016年8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力学家大会（每

4 年一届），发表会议论文一篇（EI），并被邀请做 oral presentation。

参加 2015 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力学大会，并做了 15分钟的报告，发表会议

论文一篇:《三棱柱的低雷诺数绕流研究》。 

2013.09-2014.05 参加北京大学工学院 Capstone Design 项目，与多伦多

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一起研究喀斯特地貌中石油资源的开发利

用，并前往加拿大和新加坡做演讲和展示。 

2012.12-2013.05 经过学院的层层选拔，被学院选拔为第一批 Globex 交

流项目的三位成员之一，前往美国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

交换学习。 

 

 

 

奖 

惩 

记 

录 

 

 

2015-2016 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称号。 

2015-2016 获北京大学“唐立新”奖学金。 

2010-2014 连续四年获得北京大学斯伦贝谢奖学金。 

2010-2011 获北京大学“三好学生”称号。 

2011-2012 获第 28届全国大学生物理竞赛 A组三等奖。 

 

 

候 

选 

人 

设 

想 

 

 

1. 加强制度建设，了解同学需求。对研会制度建设进行大力改革，完善

信息公开，公布主席团竞选承诺；公开人事任免流程，强化考核制度，

完善激励培训机制；强化各班代表监督、传达机制，了解同学们的需

求，富有针对性地为同学服务。 

2. 聚焦活动质量，提升品牌形象。以常规活动特色化，品牌活动精品化

的工作思路，举办之前要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策划，找到重点，控制规

模，聚焦质量，打造出研会的品牌。 

3. 关注就业实践，整合现有资源。根据专业背景和就业意向，提供精准

服务，推出集求职培训、实习推荐和就业宣讲会为一体的“研究生求

职文化季”，为同学们的求职保驾护航。整合现有寒暑假实践团、博士

生服务团和企业参访团资源，为同学提供长期性的实践平台。 

4. 推动合作交流，共育骨干英才。加强与校研会及首都各高校学生组织

的合作交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加快推进

“工行天下”业界导师项目，致力搭建业界人士及工院院友与在校学

生的沟通平台，助力同学全面发展；完善院友联系工作，加强与企业

合作交流，畅通研会资金赞助渠道。 

 

北京大学工学院第十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组委会 

二О一六年六月制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 

候选人登记表 

姓名 
李月

莲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2.9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党员 
所在年级 

硕/博士 
15 级博士 手机 18810555158 

现任职务 工学院研会办公室主任 

 

 

 

简 

 

历 

 

 

 

    在院研会担任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做好总结归纳资料、整理财务

物资等后勤工作，召开例会以及协调配合各个部门举办各项活动，做好

研会的“管家”。主要工作包括三方面： 

（1）制定完善研会各项管理制度，并有力贯彻执行：包括物资管理、

财务报销、例会考勤、工作计划及总结等制度,以更公开、更规范、更透

明的形式实现组织的高效运转。 

（2）认真开展团队建设工作，努力塑造良好的团队。开展形式多样

的团建活动，如首届研究生会素质拓展团建活动，赴天津宝坻经济开发

区体验团建活动，增进研会成员间的凝聚力。完成研会春季招新工作，

吸收大四保研本校的同学，为研会注入新鲜血液，至今，本届研会成员

已达 80人。 

（3）积极开展活动，丰富学生生活，同时协助配合兄弟部门工作：

举办“工学十年——我眼中的工学院”摄影大赛和工学院“院长下午茶”

特色活动，协助完成黉门对话论坛、学术十杰评选活动、中关村创业大

街分享交流会，配合完成 Lab 杯赛事，志愿支持工学院元旦晚会的举办

等等 
 



 

 

奖 

惩 

记 

录 

 

 

 2012 年 11月获“国家奖学金” 

 2012 年 11月获校专业一等奖学金 

 2012 年 12月获校“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2012 年 12月获校“博览杯导游大赛学生兼职导游”称号 

 2012 年 12月获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活动中调研报告优秀奖 

 2013 年 5月获校“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 

 2013 年 11月获“国家奖学金” 

 2013 年 11月获校专业一等奖学金 

 2013 年 12月获校“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2013 年 12月学年度获校仪器分析知识和实验技能竞赛一等奖 

 2014 年 5月获校“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 

 

 

候 

选 

人 

设 

想 

 

 

如果我能继续留在研究生会，会继续本着为同学服务的宗旨，履行自

己的职责，做好份内工作，并配合做好以下工作： 

（1）强化内部建设 

首先需要不断提高研会成员的素质能力，可以定期开展培训，包括拍

照，新闻稿撰写，海报视频制作等。另外需不断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及集

体凝聚力，可以通过别样形式的团建活动来增进友谊和配合度，平时可

以借助例会，开展简单的团建小活动。 

（2）注重部门之间的合作。一些大型活动，可以由 2-3 个部门共同

合作举办，强调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让部员们能体现不同部门之间的

部门文化，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熟悉认识研究社会，更好的为同学们服务 

（3）增加礼仪队，对符合要求的研会成员（女生）进行礼仪培训， 

更好的为各种会议讲座活动服务。 

（4）增加志愿服务活动。努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服务社会，

奉献社会。可以适当联系一些贫困地区的支教团，多组织募捐书籍、衣

物的活动，关爱留守儿童，去福利院服务等等类似活动。 
 

 

北京大学工学院第十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组委会 

二О一六年六月制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 

候选人登记表 

姓名 于学成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1.08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中共党

员 

所在年级 

硕/博士 
14 级直博生 手机 18510972128 

现任职务 北京大学研会主席助理、工学院研会外联部部长 

简 

 

历 

【教育经历】 

2014.09 至今     北京大学工学院    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博士研究生 

2010.08-2014.0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理学学士 

【学工经历】 

2016.06 至今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 主席助理 

2015.09-2016.06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外联部 部长 

2015.07-2016.05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职业服务部 部长 

2015.10        北京大学工学院赴正定县博士生调研团 成员 

2015.03-2015.05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就业服务部 副部长 

2014.10-2015.03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就业服务部 部员 

2012.09-2014.0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数学系 10 级党支部 副书记 

2010.08-2014.0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班长 

2011.07-2011.08 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 志愿者 

2010.09-2011.0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部学生会 副主席 

奖 

惩 

记 

录 

2014-2015 学年   北京大学“学习优秀奖”、北京大学学业奖学金 

2013-2014 学年   国家奖学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 

2012-2013 学年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本科组国家二等奖、国家大学生素质拓

展证书、泰达奖学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等奖学金、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星火杯”竞赛二等奖 

2011-2012 学年   龙旗奖学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二等奖学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先进个人 

2010-2011 学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奖学金 

候 

选 

人 

设 

想 

守正创新，整合研会资源：精简研会工作内容，提升工作效率，精炼研会活动，工

作中少花无用精力，不做表面文章；完善研会内部制度，充分调动研会成员的积极

主动性，提升研会内部凝聚力。 

精准定位，丰富就业服务：整合企业资源，对外拓广合作企业的行业覆盖面，对内

精准同学就业需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引进就业资源和技能培训，走

进龙头单位，让在校同学了解行业发展。 

树立品牌，提升外联合作：夯实资金基础，建立外联资源库；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

定期回访企业，更新合作形式与合作目标；创新合作形式，寻求多方面多层次的合

作，建立研会品牌。 

立足需求，不忘研会初心：秉承“从同学中来，到同学中去”的工作原则，明确同

学所需，及时更新现有活动的形式与内容，敢于淘汰不满足同学需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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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第十二届执委会主席团 

候选人登记表 

姓名 杨艳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2.02 民族 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所在年级 

硕/博士 
15 级硕士 手机 13120010025 

现任职务 工学院研会实践部部长 

 

 

 

简 

 

历 

 

 

 

2015.10-今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实践部部长  

2015.10-今         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实践部骨干 

2015.10-今         北京大学工学院 15 级硕士班生活委员 

2013.9-2015.07     中央财经大学工程管理 11 班学习委员 

2012.7-2012.8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实习 

2011.10-2012.8     周末义务支教农民工子女 

2014.5&2015.5     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贵宾接待志愿者 

2016.05           北京国际风筝节志愿者，接待外国留学生  

2014.02           北京市温暖衣冬志愿者                                               

2015.10&2016.05   北大工学院校庆优秀志愿者、北大校友返校志愿者 

2012.02           《观财经之势，探工程之路》社会实践荣获校二等奖                                                     

2013.07           在北京及河南多地进行“城乡差异”主题的社会实践                                        

 

 

奖 

惩 

记 

录 

 

 

国家奖学金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二等奖 

中央财经大学全面发展一等奖学金 

中央财经大学组织与管理优秀奖学金 

中央财经大学学术科研与创新优秀奖学金 

中央财经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等 

中央财经大学三好学生 

中央财经大学优秀团员 

中央财经大学优秀毕业生 

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生会最佳人气部门奖 

北京大学优秀实践团 

 

 

候 

选 

人 

设 

想 

 

 

实践开拓，树青年之志：一方面拓宽“企业百家行”参访企业的行业领域

及类型，满足同学们各方面的参访需求的同时，建立起同企业合作的长期

机制，为日后实习和就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深化“博士生服务团”，

不求多，但求精，在契合工学院需求的同时，能真正促进与地方政府和企

业的合作，能做出一定实际的成果。 

点滴生活，暖同窗之心：在举办传统包饺子活动、女生节活动等的基础上，

活动形式多样化，内容特色化，关注同学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整理贴心

课表、周边吃喝玩攻略派送、美食节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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