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昆明理工大学学校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新生奖学金）

预录取公示名单

Pre-Admission List of KUST Scholarship in 2020 for Publicity

结合昆明理工大学关于留学生招收和留学生奖学金管理相关规定，我校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和申请人综

合能力进行评定，预录取以下申请人作为 2020 年昆明理工大学各类学校奖学金生（包括校长奖学金、研究

生奖学金、新生奖学金）。现将预录取名单公示如下，如有异议，请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8 月 4日 12:00

前向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留学生招生办公室反映，联系方式：

电话：0871-65939156

邮件：study_in_kust@aliyun.com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ST) on the recrui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scholarship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expert opinions of evaluation committee and the applica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 following applicants

will be pre-admitted as the KUST Scholarship students （including President’s scholarship,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 and New student scholarship）of our university in 2020.

We hereby publicize the proposed admission list as follows. If you have any objection, please inform the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ice of SIE from July 31st, 2020to June Aug4th, 2020 (before 12pm).

Telephone: 0871-65939156

Mail:study_in_kust@aliyun.com



2020 年昆明理工大学留学生学校奖学金（校长奖学金、研究生奖学金、新生奖学金）预录取名单

No. Passport Name Chinese

Name

Nationality Gender

Level of

Study

Applied

Major Faculty /

School

Scholarship

Category

序号 护照姓名 中文

姓名

国籍 性别 学生类 别 录取专业 所在院系 奖学金类别

1 SISOPHOU SOMPHAN 老挝 男 硕士 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

机电院 校长奖学金

2 SENGPASEUTH

BOUTHAMALY

老挝 男 硕士 工业工程 机电院 校长奖学金

3 SENGPASEUTH

BOUASAVANH

布萨万 老挝 男 硕士 冶金工程 冶能院 校长奖学金

4 THONGMAN YUWANNA 泰国 女 博士 旅游地质

与地质遗迹

国资院 校长奖学金

5 RODCHAN MISS KAKANANG 泰国 女 硕士 国际贸易学 管经院 校长奖学金

6 ABU KAREEM 尼日利亚 男 博士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电院 校长奖学金

7 SINTHAM KHAMDY 唐友忠 老挝 男 硕士 外科学 医学院 校研奖

8 SAELEE MALIVAN 李丽 老挝 女 硕士 内科学 医学院 校研奖

9 MALIYA BOUACHANH 周美花 老挝 女 硕士 妇产科学 医学院 校研奖

10 IBRAHIM IBRAHIM

UMAR

尼日利亚 男 博士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

冶能院 校研奖

11 AL-QADHI ESAM

AHMED HASAN

伊萨姆 也门 男 博士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

冶能院 校研奖

12 IMRAN FAISAL 巴基斯坦 男 博士 微机电系统 信自院 校研奖

13 GHRABAT BAHAA

HUSSEIN TAHER

巴哈 伊拉克 男 博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自院 校研奖

14 JALAL KHAN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道路与铁道工程 交通学院 校研奖

15 AL-KAHSAH SAMI

MOHAMMED MOHAMMED ALI

也门 男 硕士 建筑学 建规院 校研奖

16 HAILE HAFTOM BERIHU 朱富有 埃塞俄比亚 男 硕士 道路与铁道工程 建工院 校研奖

17 SHAH AIMAL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道路与铁道工程 建工院 校研奖



18 ZAIB MUHAMMAD HARIS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机械工程 机电院 校研奖

19 ARFAN MUHAMMAD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机械工程 机电院 校研奖

20 ABDELLATIF ALI

NOURELDIN OMER

苏丹 男 硕士 机械工程 机电院 校研奖

21 BASHIR ABDALLA

ALNOMAN

苏丹 男 硕士 机械工程 机电院 校研奖

22 ZAMAN MUHAMMAD TAHIR 石海 巴基斯坦 男 博士 机械工程 机电院 校研奖

23 ULUOCHA EZENWA 武罗恰 尼日利亚 男 博士 机械工程 机电院 校研奖

24 MUSA SALISU UMAR 尼日利亚 男 博士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机电院 校研奖

25 SHAH ZAINULABDIN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地质工程 国资院 校研奖

26 KHAN MUHAMMAD HAZIQ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采矿工程 国资院 校研奖

27 TROFIMENKO SVETLANA 娜娜 哈萨克斯坦 女 硕士 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学院 校研奖

28 POTAVANICH SONTIKAN 泰国 女 硕士 会计学 管经院 校研奖

29 SUPINYO PATTAMAWAN 泰国 女 硕士 国际贸易学 管经院 校研奖

30 PANPETCH PASSARAPON 泰国 女 硕士 旅游管理 管经院 校研奖

31 JIRAWATSATITH

PHUSANISA

泰国 女 硕士 国际贸易 管经院 校研奖

32 SAEEDI IMAMUDIN 阿富汗 男 硕士 企业管理 管经院 校研奖

33 KHAM-IN MUTTIKA 泰国 女 硕士 旅游管理 管经院 校研奖

34 DRAZ MUHAMMAD UMAR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企业管理 管经院 校研奖

35 RAHMAN SANAUR 1 男 硕士 国际贸易学 管经院 校研奖

36 JUNAID MUHAMMAD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37 KHAN ZIARAT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会计学 管经院 校研奖

38 AHMED WAQAS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39 EKASONE ANOUSIT 安迪 老挝 男 硕士 国际贸易学 管经院 校研奖



40 HOSSAIN MD DELOWAR 孟加拉国 男 硕士 国际贸易学 管经院 校研奖

41 SHRESTHA SAUGAT 尼泊尔 男 硕士 旅游管理 管经院 校研奖

42 AYEGBA SUNDAY 尼日利亚 男 硕士 国际贸易学 管经院 校研奖

43 SUWANNA

PHITCHAYAPHAK

美英 泰国 女 硕士 国际贸易学 管经院 校研奖

44 ALAKHALI MODIA JAMEEL

MANSOUR

也门 女 硕士 金融学 管经院 校研奖

45 ABDU SALAH ABDU YAHIA 也门 男 硕士 金融学 管经院 校研奖

46 ABBAS WASIM 巴基斯坦 男 博士 金融工程 管理科学与

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47 QURESHI ARSLAN

MANSOOR

巴基斯坦 男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48 SAEED RAJA MUHAMMAD

KAMRAN

巴基斯坦 男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49 COULIBALY SEYDOU

YACOUBA

瑟伊都 马里 男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50 POUDIOUGO BAKAYE 巴卡业 马里 男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51 HOQUE MAHMUDA 孟加拉国 女 博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 管经院 校研奖

52 SENGDALA CHILATHIP 老挝 男 硕士 法律 法学院 校研奖

53 DUANGPANHYA

ACKKHAXAI

老挝 男 硕士 国际法学 法学院 校研奖

54 LE TIEN DUC 黎进德 越南 男 硕士 国际法学 法学院 校研奖

55 DILOROM KHOLMADOVA 迪李丫 塔吉克斯坦 女 博士 资源环境规划与管理 法学院 校研奖

56 ALI SAJID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电力院 校研奖

57 IBRAHIM ALRASHED ADAM

IDRESS

苏丹 男 硕士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院 校研奖

58 OSMAN MAHMOUD

BAHAGEEL AHMED

苏丹 男 硕士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院 校研奖

59 SIDDIQUE MUHAMMAD ABU

BAKAR

巴基斯坦 男 博士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院 校研奖

60 MOHSEN EMAD

ABDULWASEA SAEED

穆森 也门 男 博士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力院 校研奖

61 ARSALAN MUHAMMAD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材料学 材料院 校研奖



62 KHASKHELI SHAFIQUE 巴基斯坦 男 硕士 环境科学 环工院 校研奖

63 BUGHIO ZOHAIB UR

REHMAN

巴基斯坦 男 博士 资源环境规划与管理 环工院 校研奖

64 PYAE PHYO AUNG 傅小司 缅甸 男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力院 校新生奖学金

65 KHAMROEV

SHOKHRUKHKHON

守护 乌兹别克斯

坦

男 本科 工商管理 管经院 校新生奖学金

66 RAKOTONANTOANDRO

ANDRIAMPARANJAKA

ASINTSOA

杨卓 马达加斯加 男 本科 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学院 校新生奖学金

67 ALBAADANI MUGAHED

AHMED ABDO

蜜心 也门 男 本科 电子信息类 信自院 校新生奖学金

68 KHAN MD RAJU 孟加拉国 男 本科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

化

农工院 校新生奖学金

69 ONLAMAI GUSARIN 昆霖 泰国 男 本科 自动化 信自院 校新生奖学金

70 SANGUANWIT

WATTHANAVADEE

李薇薇 泰国 女 本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经院 校新生奖学金

71 SAPCHAROEN SAKUNA 宋莉莉 泰国 女 本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经院 校新生奖学金

72 BOONROD NUTKAMON 杨晓何 泰国 女 本科 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学院 校新生奖学金

73 SUWANNA PANUPONG 赵天泽 泰国 男 本科 国际经济与贸易 管经院 校新生奖学金

昆明理工大学国际学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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