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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学科竞赛光荣榜（校级）

第八届专业知识技能大赛

第一名

王乐强 辛博成（动医 132）

第二名

樊新丽（动医 142） 李国秀（动植检 142）



第三名

罗丹 任新蓉（动植检 142）

第四届“魅力化学·精彩你我”化学知识与技能大赛

专业组一等奖

田雨婷（石河子大学）

专业组二等奖

张景皓（石河子大学） 孙大卫（新疆农业大学）

专业组三等奖

张琦琛（石河子大学） 赵常龙 许万忠（新疆农业大学）

专业组优秀奖

张鑫（新疆工程学院） 妥进成（新疆农业大学）

邹睿哲 张珍（新疆师范大学）

非专业组一等奖

张昊（新疆农业大学）

非专业组二等奖

李雯雯 史元元（新疆医科大学）

非专业组三等奖

常露露 刘朋 （新疆农业大学） 张文文 （新疆医科大学）

非专业组优秀奖

韩梦媛 韩瑜（新疆医科大学） 程浩然 马世豪（新疆农业大学）



首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二等奖

冀栋（机制 138） 唐伟（机制 136） 马少腾（机制 132）

三等奖

程福利（机制 138） 崔东文（机制 134） 袁名（机制 132）

马高波（新能源 132） 胡超伟（机制 132）

第四届大学生先进图形与创新技能大赛暨第十届 CAD 技能大赛

一等奖

李守斌（水管 132） 卢宇（土木 132） 韩梦雪(水工 134)

吴昊臻（机制 152） 阿不力米提·麦麦提(农水 131)



二等奖

李亚宁 贾洪全 汪亚鹏（水工 132）

张超鑫（水工 134）曹欣荣（土木 132）

李明阳（机制 152）杨双镇（机化 152）

三等奖

李旭 张莹 张梦丽（水工 142） 李京阳 马彩霞（水管 142）

潘丰 于滨（能源 152）吴曼毓（土木 132）赵文浩 覃声（机制 154）

艾比布拉木·库尔班江（农水 131） 阿地力·米吉提（土木 131）

“中海达杯”测量仪器操作大赛

第一名

段顺 马志勇（农水 142）



第二名

王常委 田崇磊（水工 144） 黎洋 巍玲霞（水管 142）

第三名

阿热帕提·艾斯凯尔 阿地力·米吉提（土木 131）

王建省 摆桂兰（农水 144） 兰星 江浪（人规 142）

“中粮可口可乐杯”第六届导游技能大赛

一等奖

李奇阳 （市营 152）

二等奖

孜娜拉·哈力木热提 马晨辉 （旅管 152）

三等奖

刘梦杰（动科 144） 孟璐（动科 144） 蒲红红（草科 142）

优秀奖

韦一秀 卢文青 （会计 152） 马倩（国商 142）

2016 年大学生英语演讲大赛

公共英语二等奖

谢文龙（动科 144）

公共英语三等奖

马昊翔（国贸 152） 毛里坦木·奴尔买买提（动科 142）

亚西尔·阿不力克木（土管 141）



英语专业组一等奖

周晗（英语 152）

英语专业组二等奖

魏晓（英语 134） 陈鑫琳（英语 132）

英语专业组三等奖

李禹行 毛兰江·木克甫力（英语 154）

最佳人气奖

毛兰江·木克甫力（英语 154） 毛里坦木·奴尔买买提（动科 142）

第 19 届“外研社杯”英语辩论公开赛新疆农业大学

校园选拔赛

冠 军

苏比努尔（外语学院）

亚 军

许春雷 张艺缤（外语学院）

季 军

周晗 黄逸舒（外语学院）



第二届“A Poem for You”诗歌朗诵大赛

一等奖

马昊翔（经贸学院） 艾迪娅 娜扎开提 （中语学院）

二等奖

张艺缤（外语学院） 毛里坦木·奴尔买买提（动科学院）

肖婷（动科学院） 夏童获（国教学院）

三等奖

徐梓菲 周晗 唐梦凡 （外语学院）

阿布都沙拉木·吐尔地 马晓霄 （经贸学院）

首届“快乐英语”少数民族学生背诵、配音大赛



背诵大赛特等奖

迪拉拉（内预 152）

背诵大赛一等奖

阿克宝塔（内预 152）

背诵大赛二等奖

古力米热·艾尔肯（土管 141） 吐尔逊古丽·苏力坦（内预 141）

背诵大赛三等奖

亚西尔（土管 141） 阿布都海里力·阿布力米提（信管 142） 比里努尔

背诵大赛优秀奖

帕提古丽（内预 151）买合提 娜扎盖提 阿卜力克木·阿布都克力木（农学 141）

最佳勇气奖

阿夏古丽（设施 151）

最佳台风奖

亚西尔（土管 141）

最佳才艺奖

额日登（内预 153）

配音大赛特等奖

亚西尔（土管 141）

配音大赛一等奖

祖力克尔（信管 131） 苏来亚（人资 151）

配音大赛二等奖

扎木扎·叶尔肯（内预 152）努尔斯亚（林学 152）

帕提古丽·麦提尼亚孜（内预 151）

配音大赛三等奖

李文成（动植检 152） 乃比·克热木（内预 141）

古丽扎尔·阿卜杜拉（食科 141）毛里坦木·奴尔买买提（动科 142）



第二届“新航道杯”单词拼写大赛

非专业组一等奖

查克尔（中语学院） 张璐莹（管理学院）

非专业组二等奖

徐俊峰（计算机学院） 陈倩儿（经贸学院）

丛欣阳（草环学院） 张宇博（国际教育学院）

非专业组三等奖

米洋（水利学院） 罗雅婷（动医学院） 马腾（食药学院）

马嘉欣（经贸学院） 马菲（国际教育学院） 郭文丹（数理学院）

专业组一等奖

马丽萍 （外语学院）

专业组二等奖

袁童霄 侯仙存 （外语学院）

专业组三等奖

张瑞敏 李秋蓉 张蓉蓉 （外语学院）



第一届“龙文杯”MyET 英语口语大赛

一等奖

艾热派提（食药学院）

二等奖

于素甫江赛米拉（水利学院） 张瑞志（计算机学院）

张娜佳（中语学院） 阿依帕日·艾合麦提（草环学院）

徐峻峰（计算机学院） 冯世华（农学院） 马蕾（林园学院）

吾什洪（中语学院） 刘震（水利学院） 张艺缤（外语学院）

三等奖

冯烨钰（外语学院） 米洋（水利学院） 伊素燕（管理学院）

马和沙提（管理学院） 李彪（数理学院） 赵婧文（草环学院

阿尔曼·海热（动科学院） 马霞（外语学院） 马志福（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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