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院 / 新闻与传播

学院 2018 级本科秘

书学专业。学习和综

合测评专业排名双第

一，带领团队在大创

项目中获得区级立项；积极参与家乡支教活动，

带领支教团队展开调研活动和撰写调研报告。

文学院 / 新闻与传

播学院 2017 级本科

秘书学专业。学习成

绩与综合测评排名

均为 1/70，荣获全国

商务秘书专业知识

竞赛荣获一等奖，取得“商务秘书专业证书”和“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科研上，所主持的国家级

大创项目已成功结题，论文成果被《桂学研究》录用，

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论文三篇，参与国家级和

自治区级项目，所在团队获“互联网 +”校级银奖。

音乐学院 2018 级本

科音乐表演专业。学

习上，课程成绩和综

测均排名专业第一。

积极参加各种技能活动和知识竞赛，其中，专业师资

培训取得省级专业比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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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学院 2018 级本

科金融学专业。2019-2020

专业绩点和综合测评成绩

排名专业第一，并顺利通

过英语六级、考取证券从

业资格证，获全国大学生

英语竞赛三等奖、广西翻

译大赛优秀奖；在校学生

会任职和担任院易班部长

期间，认真负责；获得“互联网 +”区赛铜奖及大创区

级立项；在五四评优中荣获校级优秀团员。

经济管理学院 2017 级本

科经济学专业。在学习学

术上，取得前三年总专业

课程学习和综合测评均为

第一的优秀成绩，参与珠

西经济带、西南城市研究

等院所课题，获得省级优

秀调研案例，在省级期刊

上发表论文三篇；获大广赛策划类全国二等奖，并在

专业领域取得了挑战杯区级二等奖和经济学沙盘区

级二等奖等奖项。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 级本

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

品德上，始终严于律己，积极

参加公益活动，屡获“优秀志

愿者”称号。学习上，大三学

年综合测评和课程成绩排名

年级第一，通过英语四六级，

荣获校三好学生标兵、优秀

团员、十佳学子等称号；科研实践上，主持的课题获得

青年中国行“全国百强团队”称号、“挑战杯”学术科技

竞赛二等奖等荣誉。

经济管理学院 2017 级

本科 人力资源 管理专

业。顺利通过计算机二

级，英语四、六级和初级

经济师考试；学术科研

上，参与区级大创项目

并结题、协助老师进行

教材编写工作。实践上，

获得社会实践优秀成果奖（调研类）校级二等奖

及校级先进个人。

电子工程学院 2017 级本科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学习上，该生

动手、创新能力强，积极参加专

业竞赛，主动参与科研课题；

2020-2021 综合评测与成绩总

分均名列全院第一；工作上，能

力突出，担任过大学生创新基

地主席、学生会副部长、传媒新

闻社主力、网络爱好者协会助理等职务；行动上，积极

向党组织和团中央靠拢，充满正能量；在生活上，积极

参加公益活动，关心帮助他人，乐观向上，勤俭节约。

电子工程学院 2018 级本科电

子信息（大类）独秀试验班。

2019-2020 学年在思想、学习

和工作等各方面表现优异：思

想上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学业综测和成绩在专业内均

排名第一，并授权有实用新型

专利，在普通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工作上，担任副班

长期间，工作业绩突出，荣获“优秀易班长”的光荣称

号；在生活上，可以做到勤俭节约、自强自立，获三好

学生、林焕平奖学金、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等荣誉。

法学院 2018 级本科法

学（独秀试验班）。连续

两年获评校级优秀学

干；此外，还创立了小法

锤团队，她在乐群杯公

益项目赛中荣获潜力项

目奖，在“互联网 +”大

创中获校级铜奖；在学习上，成绩连续两年在年

级名列前茅，获校级三好学生；在体艺方面，该生

积极参加各类院校级体艺活动，并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2019 级本

科英语（中英校际交流项目）专

业。该生努力做到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学习上，在大

一学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工

作上勤恳负责，曾任班级学习

委员，现任院学生会副主席；社

会实践方面，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开展社会实践，参加

第二届广西乡村振兴大赛和 2020 年暑期三下乡活

动，深入了解社会现状，锻炼自身实践能力。

环境与资源学院 2017 级

本科环境工程专业。该生

在学习上刻苦努力，成绩

优异，学习成绩专业前列，

并顺利通过国家计算机二

级考试，英语四、六级考

试；在科研方面，积极参与实验项目，在“互联网 +”项

目获得区赛金奖；在工作方面，该生担任班级文艺委，

组织班级参加文艺活动，增加班级凝聚力；在思想上，

保持积极进步，拥护党和国家，遵纪守法。

化学与药学学院 2017 级本科化

学（本硕培养独秀班）专业。专业

和综合成绩名列前茅，连续两年

获得自治区政府奖学金；此外还

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科研和竞赛

活动，获得了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二等奖、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二等奖

及“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写作大赛一等奖等荣誉；曾

任班级学习委员，获评校级三好学生、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院级优秀团员；参与发表 SCI 论文两篇。

化学与药学学院 2017

级 本 科 应 用 化 学 专

业。课程成绩与综合

考评排名都名列班级

第一，通过英语四、六

级考试、计算机二级考试和普通话水平测试；积极参

加科研：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请专

利、在 Chem.发表论文一篇。踊跃参加体艺活动和志

愿活动的同时，还担任了班级的微博易班管理员，积

极建设更好的班级。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7 级本科软件工程专业。

热爱学习，注重效率，综测测

评成绩专业第一，积极参与

学科竞赛；在校期间曾获国

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标

兵、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学生

干部、校级优秀团员等荣誉。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8 级本科信息安全专业。学

习成绩专业成绩均为班级第一

名、年级前三名，通过英语四级

考试、普通话水平测试；在思想

上，保持积极进步，拥护党和国

家，遵纪守法，积极参与志愿活

动；在创新科研上，积极参加学校的创新杯以及“互

联网 +”大赛，并发表论文《无人机航拍的最佳高度》，

获得一项国家软件著作权。

教育学部 2017

级本科应用心

理学专业。疫情

期间积极参加

党员助学活动

和理论宣讲活动；学业成绩和综测成绩都获得了

年级第一，连续两年参加大创，成功申报国家级

立项和自治区级立项，并发表论文；生活中乐于

助人、热情大方、兴趣广泛，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

各项活动参加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教育学部 2018 级本科

特殊教育专业。学习

成绩及综测排名都稳

处班级第一。获“优秀

易班学生干部”的称

号。在科研上，所负责的项目在大创中获得区级立

项、在“互联网 +”中获得校级铜奖、在第十届“乐群

杯”大学生公益创业实践大赛暨首届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中获得“潜力项目奖”、获得易班孵化项目

立项。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7 级本科文化产业

管理专业。组织团队

参与“互联网 +”获区

赛铜奖、带领团队参

加自治区挑战杯学术科技竞赛并获得区一等奖、主持

国家级大创并参与国家级与区级大创项目；在创业基

地独秀文创基地中担任新媒体负责人，组织策划创新

创业活动；现已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奖学

金、三好学生标兵奖学金、优秀团员等荣誉。

美术学院 2017 级本科绘画（商

业插画）专业。学习成绩和综合

成绩均为专业第一。

美术学院 2017 级本科绘画

（油画）专业。综合测评年级第

一，油画作品入选广西青年美

术家协会、广西水彩画家协

会、桂林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各

类展览并且刊登在各类网站，

同年参加大广赛取得区赛二

等奖，并发表学术论文两篇；获自治区“互联网 +”大

赛“金奖”两项、“银奖”一项，创新创业项目获得国家

级项目三次、区级项目两次立项。

设计学院 2018 级本科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在学习方

面，勤奋刻苦，认真按时完

成作业，成绩优异，学习成

绩名列前茅；同时具有丰富

的专业比赛经验，并多次获

得专业奖项；在班级工作方

面，认真负责，努力辅佐老师工作，真心实意为同学

们服务；在社会实践方面，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提

升和充实自己。

生命 科学 学 院 2017

级本 科 生物 科 学 专

业。大学三年期间绩

点综合排名第一，综

合测 评 成绩 排 名 第

二；以第一作者发表

学术论文两篇,同时主持和参与的两项区级立项大创

项目均已成功结题；获得“互联网 +”大赛区级铜奖两

项，参与的团队所拍摄的纪录片作品和微课作品先后

获得广西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铜奖。

数学与 统计学 院

2017 级本科信息

与计算科学专业。

大二大 三学年 学

习成绩 及综合 测

评均在专业均排名第一，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校级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生活上，关心集体，乐于

助人，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两次参加大创，分别获

自治区和国家级立项，参加“创新杯”大学生创业

大赛获二等奖。

体育与健康学院 2018 级

本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在学习上始终严

格要求自我，专业成绩名

列前茅，于 2019-2020 学

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2020 年 度 荣 获 校

级三好学生；在工作上，

担任了年级长，武术校队队长；思想上，努力向党组

织靠拢,已成为了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外国语学院 2017 级本科商

务英语专业。连续获得国家

励志奖学金、中国银行奖学

金、校优秀三好学生和标

兵、校优秀团干、社会实践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代表

学校参加亿学杯全国商务

英语实践技能大赛和全国

POCIB 国际贸易操作大赛；热衷志愿服务，获优秀

志愿者称号。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本

科翻译专业。该生在学

习上认真刻苦，连续两

年综测成绩排名皆为专

业第一，获校级三好学

生称号和国家励志奖学

金。积极参加各项活动，

主持的创新杯项目被学院选为优秀项目推送至校级，

主持的“互联网 +”项目荣获校赛铜奖。

文学院 / 新闻与传播学

院 2017 级本科汉语言文

学（国家中文基地班）专

业。大三学年专业课成绩

第一，多次获得国家励志

奖学金和校级三好学生

等奖项，通过英语四六级

和计算机二级考试；负责

的大创获得区级立项并在结题答辩时获良好等

级。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7

级本科旅游管理专业。积

极参加志愿活动；日常生

活中，性格积极开朗，始终

将学习放在第一位，在课

业成绩与课外创新实践大

赛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在“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校级铜奖，公开发表论文一篇。

文学院 / 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8 级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上，专业成绩在班级一直

名列前茅,并获得英语四级、普通话二甲和国际商务秘书专业证书，目前正在参与一项国

家级大创项目；在生活中，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活动，曾获优秀团员称号。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2017 级

本科工艺美术（职教师资）专

业。专业和综合成绩双第一；

积极从事科研，申请三项专

利，发表学术论文三篇，获两

项省级大创结题、一项“互联

网 +”省级铜奖和校赛金银

铜奖，在全国高校艺术生设

计作品“国青杯”中荣获一、二、三等奖、在大广赛中取

得区赛三等奖；获国家励志奖学金等荣誉。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2017 级本

科旅游管理（职教师资）专业。

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位列班

级排名第一，曾获得叶圣陶奖

学金、中国人民银行奖学金、

三好学生标兵等荣誉；主持参

与创新创业竞赛，获得“互联

网 +”省级铜奖、广西学创杯省级一等奖；以第一作

者身份公开发表论文两篇，参加国家级大创立项一

项。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7

级本科劳动与社会保障专

业。专业学习成绩在本专

业排名第一；在社会实践

方面，带领团队参与了中

国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促

进计划核心项目，并获得

了全国优秀团队的荣誉，参与了大创项目并获得区级

立项，现已获得“良好”等级结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连续两年获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7

级本科数学与应用数学

专业。专业成绩名列前

茅，通过了英语四级、计

算机二级，连续两年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在社会实践方面，课余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及实践调研，曾获“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7 级本科行政管理

本科专业。学习成绩和

综测排名专业第一，主

持国家级大创 1 项、自

治区级大创 2 项；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2017 级本

科物流管理（职教师资）专业。

学习上，始终保持综合和学习

成绩第一，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市优

秀共青团员、三好学生标兵等

荣誉；在创新杯中获得铜奖。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2017 级本科旅游管

理（中职升本）专业。

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考取英语 B 级、高

级茶艺师等技能证

书；荣获校级优秀学干称号；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志愿者称号；在科研上她还主持易班孵化项目，参与

校纪检课题，发表学术论文两篇。

体育与健康 学院 2018

级本科运动训练专业。

成绩名列前茅，荣获校

三好学生；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

帮助他人，奉献自己。在生活上，制定自己的人生计

划，将生活与学习相结合做到共同进步。

设计学院 2017 级本科

动画专业。获校十佳志强之星、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在工作

方面，积极为同学们服务，认真

组织活动，配合辅导员老师的

工作，受到同学们一致好评。

设计学院 2017 级本科服装与

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表演）

专业。荣获校三好学生标兵、

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等荣

誉；在生活中，和同学相处融

洽，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体育与健康学院 2017 级本科健康服务与管理专

业。学习成绩和综合成绩专业第一；获评校级优

秀学干；承担三项课题和两项社会实践及其他创

新创业项目；此外，还积极参加志愿活动，在校

“乐群杯”公益创业实践大赛中获得优秀奖。

外国语学院 2018 级本科英语专业。该生成绩名列前

茅，工作认真务实，为人谦虚坦诚。先后获得全国大

学生英语竞赛优秀奖、林焕平奖学金、校优秀学干、

校优秀团员、校三好学生等荣誉。积极加入青马班、

参与此次疫情中的志愿活动，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为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勤奋学习、全面发展，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央财政出资

设立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高校全日制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

经严格选拔、评审，2020 年，我校 43 名优秀本科学生荣获国家奖学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当代青年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爱国情怀，求真务实、知行合一

的严谨作风，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意志品格,彰显了广大青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胜信心。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级本科科学教育

专业。在 2019-2020 学

年期间努力勤奋，尽全

力做到全方面发展，学

习成绩位于专业前列，积极参加科研项目和学科竞

赛，于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学类）获

得二等奖；获评“五四”评优优秀学干的荣誉称号。

国家奖学金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