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陈婧同志 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一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陈婧同志  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陈婧，女，电子 18-2班，汉族，2001年 6月出生，

安徽人。 

2021年 6月 11日入党，预备期间表现良好，拥护

党的领导，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党校

学习情况和实践活动，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努力克服自

身能力缺点，努力完善自身。在思想上向组织靠拢，自

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监督，认真刻苦，勤奋踏实，打下

了坚实的学业基础，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勤于思考、善于表达。多次取得“优

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担任电子 18-2班

班长期间工作作风优良，积极热情地充当老师与同学们之间的沟通桥梁，团结同

学，责任心强。课余主动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加入“志愿北京”，参加过多项国

内外志愿活动，志愿总时长高于 300小时，并且加入红十字会，组织家乡大学生

和蓝天救援队免费学习考核获得急救证，无偿献血，曾获多次优秀志愿者表彰。

假期积极返乡开展乡村调研，协助扶贫，并且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渠鸿璨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一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渠鸿璨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渠鸿璨，女，电子 18-1班，汉族，2001年 4月出

生，山东人。 

2020年 3月 1日首次申请入党，并分别于 2020年 5

月，2021年 5月完成党校初级班、提高班学习，表现良

好，顺利结业。2021年 6月 11日发展为预备党员，2021

年 7月参与建档百年文艺汇演大学生合唱团，取得优秀

个人，2021年 11月完成预备党员培训班学习。 

思想方面，坚持对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始终与党组织保持一致；学习方面，

成绩优秀，积极主动，认真刻苦；生活方面，乐于助人，善解人意，能与老师同

学友好相处；工作方面，曾任理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电子 18-1班文艺委员，认

真负责，踏实做事，曾获 2019-2020年度北京市三好学生等荣誉。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万佳昕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一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万佳昕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万佳昕，男，电子 18-1班，汉族，1999年 11月出生，河

南人。 

2021年 4月 16日入党，预备期间表现良好，参加第 32

期预备党员培训班，并通过考试，并参加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

志愿者、西部梦想信箱、单车整治等多项志愿服务和脱贫攻坚

实践活动，经历丰富。 

在学业方面，学分积 93.91，位列专业第一，曾获得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

一二等奖学金、新生特等奖学金、学术优秀奖学金和校“三好学生称号”，曾参

加过北京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两次，分别涉及室内定位与深度学习方向，一

次任组长，获优秀结题，项目成果有软件著作权一项，同时参加过各类竞赛 5次，

并在 2020年全国建模竞赛中获省二等奖，现已保研至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课外曾担任院学生会体育部副部长和院级社团电子爱好者协会副会长。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李娜蕊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二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李娜蕊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李娜蕊，女，数学 18-1班，汉族，1998 年 10 月出生，

河南人。 

2021年 4月 15日发展为预备党员，预备期间表现良好，

参与党校学习并顺利结业。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曾参与北京

光爱学校支教活动、寒假回校宣讲等实践活动；积极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曾参与首图 GO、圆满假期等志愿服务活动。 

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学习上勤奋刻苦，努

力学习专业知识；工作上认真负责，充满热情；生活上积极乐观，以诚待人，具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曾获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等奖

项及荣誉。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马俊宇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二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马俊宇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马俊宇，女，数学 18-2班，汉族，2000年 2月出生，

吉林人。 

2021年 4月 15日入党，预备期间表现良好，参加了

预备党员培训班成绩优秀。在成为预备党员期间，代表

学生第二党支部参加了党史知识竞赛，获得第一名。参

加了校园疫情防控志愿者活动。马俊宇思想端正，在预

备期间积极学习理论知识，加强对党的认识，认真学习专业课知识，在学习生活

中积极帮助同学解决问题，群众基础良好。在学习期间多次获得优秀学生三等奖

学金。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石雯昕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二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石雯昕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石雯昕，女，数学 18-2班，汉族，2000年 6月出生，

湖北人。 

自 2021年 4月被发展成为预备党员，在过去一年期间

表现良好，认真参加党校学习与党支部活动，我认真学习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自觉遵

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党委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学生

党员的带头作用；曾在党史知识竞赛中与小组成员一起获得一等奖。过去一年里，

我严格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会在未来的征途上继续

努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王心童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二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王心童  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王心童，女，数学 18-1班，汉族，1997年 9月 9日出

生，黑龙江人。 

2018年 10月 18日首次申请入党，分别于 2018年 12

月，2021年 3月完成党校初级班、提高班学习，表现良好，

顺利结业，2021年 4月 15日发展为预备党员。期间积极参

与组织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包括校园“图书漂流”活动，

2021年黑龙江省绥化市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等；工作方面，认真负责曾担任

2019-2020AI研习社社长；学习方面，刻苦努力曾获 2019-2020学年三等奖学金，

三好学生，学术优秀奖学金和学习进步奖学金；生活方面，乐于助人，团结同学。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许如昕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二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通

过  许如昕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许如昕，女，数学 18-1班，汉族，2000年 1月出

生，江苏南京人。 

2021年 4月 15日发展为预备党员，期间表现良好。

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与实践活动，曾参与国庆 70周年

重大活动群众游行方阵，“温暖衣冬”，“圆满假期”等公

益志愿者，2019-2020“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网络宣传

志愿者。生活方面，乐于助人，团结同学；工作方面认真负责，曾担任 2019-2020

理学院策划实践部副部长；学习成绩优秀，认真刻苦，曾获 2018-2019学年、

2019-2020学年、2020-2021学年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张智慧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学生第二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

通过  张智慧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张智慧，女，数学 18-2班，汉族，2000年 5月 3

日出生，河南人。 

2021年 4月 15日入党，预备期间始终严格要求自

己，坚持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强化自己的政治本领。坚

持向优秀党员学习，学习上认真努力，生活方面团结同

学，积极参加志愿实践活动。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参

加了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活动、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

提高。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学生第二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陈巧玲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研究生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通

过  陈巧玲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陈巧玲，女，研究生班，汉族，1995年 5月 14日

出生，福建人。 

2021年 4月 13日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间表

现良好，积极参加“红色 1+1”、“青春跟党走 献礼二

十大”党建主题活动，并在北京林业大学党校第 32期预

备党员培训班中顺利结业。 

该同学入党动机端正，拥护党的纲领和政策，政治立场坚定；学习和生活中

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群众基础良好。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龚慧莹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研究生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通

过  龚慧莹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龚慧莹，女，研究生班，汉族，1996年 11月出生，

吉林榆树人。 

2021年 4月成为预备党员，预备期间思想端正，认

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提升自身理论高度。行动落实中，

积极参与各项学习交流与实践活动，参加党史学习教育

联学，以及专题党史微课。并投入到百年荣光青春献礼

的合唱，担任建党 100周年城市志愿者，参与大钟寺博物馆服务活动。 

龚慧莹同志预备期间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学习和生活中以严格

的标准要求自己，能够认真的履行一名党员的义务，服务和帮助同学，具有良好

的群众基础。在学业上，积极进取，成绩优异，曾多次获得学业一等奖学金以及

优秀研究生的荣誉。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郭宏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研究生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通

过  郭宏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郭宏，男，研究生班，汉族，1994年 10月出生，山

西大同人。 

郭宏同志于 2021年 4月成为预备党员，该同志在预备

期间，于 2021年 5月参加北京林业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师

生风采大赛；2021年 7月参加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志愿者活

动；2022年 5月参加理学院疫情防控志愿者活动。 

该同志在预备期间表现良好，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平时

的工作、学习、生活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工作认真负责，积极上进，乐于服务

同学，待人态度诚恳，生活中养成了良好的作风，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曾获得学

业奖学金，优秀研究生干部。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0年 6月 6日前

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孙京乾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研究生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通

过  孙京乾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孙京乾，男，研究生班，汉族，1996年 10月出生，

山东枣庄人。 

孙京乾同志于2021年4月通过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大会被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该同志 2021年 10月参加

北京林业大学党校第 32期预备党员培训班，顺利通过结

业考试。该同志在预备党员期间积极参与研究生风采大

赛、党史知识竞赛、北京市 500名新党员代表入党宣誓活动及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志愿服务等多项庆祝建党 100周年活动。 

孙京乾同志入党动机端正，入党目的明确，在政治上，立场坚定，作风扎实，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学习党的政治理论知识；在学习上积极进取、追求上进，

连续三年获得学业一等奖学金；在生活中团结同学、平易近人，群众基础良好。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关于 孙晴晴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公示 

 

理学院  研究生  党支部经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讨论，拟通

过  孙晴晴  同志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孙晴晴，女，研究生班，汉族，1995 年 1 月出生，山

东人。 

2019年 10月提出入党申请，于 2019年 12月和 2020

年 5月完成党校初级班、发展对象培训班学习，表现良好、

顺利结业。2021年 11月完成第 32期预备党员培训班课程，

并顺利结业。积极参加党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曾参加

大钟寺“红色 1+1”志愿活动、“永远跟党走”党史知识竞答等。在学习方面，勤

奋好学，成绩优异；在生活方面，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友好，尊师敬长；

在工作方面，曾担任数学系高数助教，尽职尽责，积极服务于老师和同学。在校

期间各方面表现良好。 

现面向全院师生进行公示，如老师或同学若有疑义，请于 2022年 6月 6日

前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理学院党委反映。 

联系电话：010-62336477 

电子邮箱：lxydw@bjfu.edu.cn 

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2022年 5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