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至 2019 年度北京大学工学院
“工行天下”业界导师项目
学员成果
（该统计将持续更新）

第一届
王在存，师从北京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总裁、方正集团总裁张兆东导师、北京依诺
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导师和重庆嘉发实业（集团）董事长王如法导
师，现任中信建投证券医药/医疗器械行业分析师。荣获 2014 年度北京大学五四
奖学金、2014 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14 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2015 年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
王绍鑫，师从北京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总裁、方正集团总裁张兆东导师，创立质享
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 2017 年北京大学年度人物。
冯源，师从重庆嘉发实业（集团）董事长王如法导师，创立上海仙知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
杨抒展，师从重庆嘉发实业（集团）董事长王如法导师，荣获 2016 年度北京大
学工学院忠孝振兴奖学金、北京大学工学院夏受虞*黄玉岑本科实习奖学金。
唐萌，师从斯伦贝谢公司中国区总裁许成祝导师，2015 年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录取。
吴金根，师从康宁中国特种材料部技术总监孙亚伟导师，荣获 2016 年度国家奖
学金。
卜宏利，师从北汽集团越野车分公司副总经理王鲁男导师，于芝加哥大学攻读计
算机硕士研究生学位，发明专利：《一种厚壁复合管状结构中缺陷的超声检测方
法》申请号：CN201510697304.2；《一种大型管状结构多通道水耦合超声检测装
置及检测方法》申请号：201510655635X。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7 月创业，作
为青岛顺安昌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合伙人。
柳涛，师从北汽集团越野车分公司副总经理王鲁男导师，荣获 2014 年度北京大
学三好学生，2014 年度北京大学光华奖学金，2015 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李浩，师从北汽集团越野车分公司副总经理王鲁男导师，现就职于中电科海洋信
息技术研究院。
苗鸿臣，师从深圳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水导师，2017 年被

西南交通大学作为引进人才破格聘任为副教授。
田方敏，师从北京依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导师，联合开发尽膳尽
美 APP，荣获 2015 年“点石杯”北京大学创新设计大赛三等奖。
马英康，师从北京依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导师，荣获北京大学工
学院夏受虞*黄玉岑本科实习奖学金。
安云坤，分别师从北京依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树导师，天风证券企
业金融部总经理王浤西导师，联合开发尽膳尽美 APP，2016 年成为航宇智造（北
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合伙人。
吴心柳，师从北京天创数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耿雪松导师，荣获 2015 年度国家
奖学金、2015 年度北京大学工学院波音奖学金，荣获北京大学工学院夏受虞*黄
玉岑本科实习奖学金。
赵阳，师从苏州聚晟太阳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彭程导师，创立北
京元圣皓泰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周开，师从苏州聚晟太阳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彭程导师，荣获
2015 年度国家奖学金。
伍逸峰，师从协鑫智慧新能源交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邱源导师，
荣获北京大学工学院夏受虞*黄玉岑本科实习奖学金。
陈琪，师从北京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总裁、方正集团总裁张兆东导师，荣获 2016
年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干部。现任凯雷投资集团分析师。
张勇，师从协鑫智慧新能源交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邱源导师，现
任旷视科技资深解决方案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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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华，师从重庆嘉发实业（集团）董事长王如法导师，正兴车轮集团有限公司
创立者、董事长赖建辉导师，创立北京无极星空科技有限公司。
徐晓晓，师从辽宁三三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远征导师，荣获 2015-2016 年北京
大学校长奖学金。
朱联田，师从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义泉导师，在东方雨虹集团实习工作
期间荣获“征文优秀奖”、“优秀运动员”称号。
雷雅云，师从重庆财信基础设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重庆财信环境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发展总经理高森导师，荣获 2015 年百度公司季度优秀新人奖。
付际，师从蔚源创新投资合伙人、点金沙龙创始人郭旭升导师，荣获 2015 年度
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入选 2016 年第一届“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王伟豪，师从蔚源创新投资合伙人、点金沙龙创始人郭旭升导师，荣获 2015 年
度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
杨玥、万立，分别师从蔚源创新投资合伙人、点金沙龙创始人郭旭升导师，北大
企业家创投基金执行合伙人杨岩导师，联合创立北京华坤昊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仲树栋，师从和君集团合伙人、节能环保事业部总经理李向群导师，创立载诚（北
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伟，师从协鑫智慧新能源交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邱源导师，在
北京美银律师事务所创立管理咨询部，负责能源、机械等工程项目的管理咨询。
李丽，师从北大企业家创投基金执行合伙人杨岩导师，创办北京红酸果科技有限
公司和北京触亿科技有限公司。
郝进华，师从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市场部总监荣劼导师，荣获 2015 年
度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
李昌建，师从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市场部总监荣劼导师，荣获 2015 年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征文一等奖、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最佳通讯摄影奖。
王丰，师从苏州聚晟太阳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彭程导师，2015 年
被武汉市团委授予“十佳青年”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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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壮，师从高思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池恒导师，荣获北京大学工学院夏
受虞*黄玉岑本科实习奖学金。
王天骄，师从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副总裁董倩文导师，荣获 2016 年度北京大
学工学院忠孝振兴奖学金。
张琨，师从蔚源创新投资合伙人、点金沙龙创始人郭旭升导师，荣获 2016 年度
北京大学工学院忠孝振兴奖学金、北京大学工学院夏受虞*黄玉岑本科实习奖学
金。

金瑞杨，师从蔚源创新投资合伙人、点金沙龙创始人郭旭升导师，荣获 2017 年
度北京大学魏璘奖学金。
柯旭瑜，师从深圳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水导师，荣获 2016
年度北京大学工学院励志奖学金、北京大学工学院“忠孝振兴”奖学金。
刘嘉牧，师从德稻教育执行董事蒋岚导师，荣获北京大学工学院夏受虞*黄玉岑
本科实习奖学金。
侯士钊，师从苏州聚晟太阳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彭程导师，荣获
北京大学工学院夏受虞*黄玉岑本科实习奖学金。
周晶，师从正兴车轮集团有限公司创立者、董事长赖建辉导师，荣获 2016 年度
北京大学工学院励志奖学金。
岳斌，师从东海岸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孙晓波导师，
荣获 2015-016 学年、2016-2017 学年北京大学研究生科学实践创新奖，2016 年
12 月研发项目“智能坐垫”获得软微学院“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2017 年主
导项目“智能运动管理系统”，已入围“2017 年北大创新设计大赛”，已申报北大
“创新创业中心”、“创客中心”创业项目孵化。
吴疆，师从苹果电脑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洲区总经理卢雷导师，联合负责“智能
运动管理系统”项目研发。
郭文臣，师从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义泉导师，联合负责“智能运动管理
系统”项目研发。
何叶冰，师从东海岸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孙晓波导
师，荣获 2016 年度北京大学工学院励志奖学金。
范博学，师从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与技术副总裁伍东扬导师，荣获 2017
年度北京大学科学实践创新奖学金，航天十三所五小成果奖、优秀团员称号。
李海月，师从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与技术副总裁伍东扬导师，荣获 20172018 学年鸿升奖学金，2018-2019 学年校长奖学金。
罗鹏，师从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与技术副总裁伍东扬导师，荣获 20162017 学年北京大学研究生科学实践创新奖、研究生院专项学业奖学金。
崔健，师从斯伦贝谢中国区主席许成祝导师，2017 年获任中石油海外工程某项
目设备专业总负责人，采办包经理，管理资金 8000 万人民币。
张鹏宇，师从斯伦贝谢中国区主席许成祝导师，2017 年获得北京大学学习优秀
奖（校级）
。

王子琛，师从北京博瑞祥腾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兼总经理刘树强导师和霍尼韦尔航
空航天集团亚太区市场部总监荣劼导师，荣获 2016-2017 学年北京大学五四奖学
金，北京大学工学院夏受虞*黄玉岑本科实习奖学金，全国部分地区大学生物理
竞赛三等奖，“江泽涵杯”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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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瑾，师从辽宁三三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远征导师和云石资本合伙人郭旭升导
师，2017 年创立山西三个农夫食品有限公司，2018 年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捐
赠设立“工学之子”项目。“三个农夫”荣获北京大学第五届“北友杯”创新设
计大赛三等奖和最佳人气奖。
邵美佳，师从无锡美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卫莉导师、斯伦贝谢公司中国区主
席许成祝导师和新奥集团执行副总裁兼技术委员会主席朱振旗导师，荣获 20172018 年度北京大学工学院基层党建创新立项二类、2017 年第五届“北友杯”创
新设计大赛三等奖/最佳人气奖、2018 年北京大学“优秀科研奖”和 2018 年北
京大学“奔驰奖学金”。
沈长丰，师从北京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晟轮导师、斯伦贝谢公司中国
区主席许成祝导师、重庆嘉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如法导师、和君咨
询合伙人/和谨咨询总经理李向群导师、新奥集团执行副总裁兼技术委员会主席
朱振旗导师，2018 年创立北京管经纵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 CEO，荣获教育
部 2018 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奖”、2018 年北京大学“创新实践项目
奖”、2017-2018 学年度北京大学“科学实践创新奖”、2017-2018 学年度北京大
学“实践公益”个人单项奖。
王满意，师从东海岸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晓波导师、和君咨询合
伙人/和谨咨询总经理李向群导师、德稻教育执行董事蒋岚导师和云石资本合伙
人/点金沙龙创始人郭旭升导师，荣获 2018 年广电总局第九届“扶持青年优秀电
影剧作计划”奖、2018 年北京大学第七届模拟创业大赛二等奖和 2018 年国际水
中机器人竞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6 项。
吴大卫，师从斯伦贝谢公司中国区主席许成祝导师，荣获 2018-2019 年度北京大
学校长奖学金。
夏冬，师从重庆嘉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如法导师，荣获 2018 年北
京大学“三好学生”和 2018 年北京大学工学院波音奖学金。

谢书猛，师从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战略和市场部总监荣劼导师，荣获
2017 年北京大学廖凯原奖学金、2017 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2018 年北京大
学金龙鱼奖学金和 2018 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
朱为元，师从北京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晟轮导师，荣获 2018 年北京
大学“三好学生”。
郑志学，师从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义泉导师，荣获 2018-2019 学年度北
京大学“优秀科研奖”、2018-2019 学年度北京大学“专项学业奖学金”和 2019
年北京大学工学院吴康铭励志奖学金。
程雯，师从苹果电脑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洲区总经理卢雷导师，开展物联网系列
之家用空气质量检测的开发与制作创新实践研究，荣获 2018 年北京大学工学院
创新设计大赛入围奖。
李欣荣，师从聚光集团西南区域副总裁高森导师，参与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西洛
河、孔岩河、偏岩河河道治理 PPP 项目的前期工作，主要成果是项目前期调研和
投资测算以及项目投标准备。创新点在于智慧河道是智慧水利管理的重要范畴，
后续项目的整体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及合作期满后资产移交，仍将参
与部分节点。
关亚宁，师从重庆嘉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如法导师，高思联合创始
人、杰睿教育创始人池恒导师，2017 年以合伙人身份加入 GCA 国际教育集团出
任副总裁兼项目管理部总监，主要开展美国板块业务的中国地区整体项目管理及
运营、2018 年 1 月成立南京分公司、2018 年 8 月成立了苏州中心、2019 年 6 月
成立中国石家庄分中心、2019 年 3 月成立了澳洲分中心开展澳洲和新西兰业务。
2019 年底将进军欧洲市场。
胡运兴，师从蔚源创新投资合伙人、点金沙龙创始人郭旭升、协鑫智慧新能源交
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邱源、北京兴源联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总经理张严源等导师，创立华纳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弘燕高新技术
有限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 主要设计生产高铁、环保、化工等领域的自动化设
备，“含卤温室气体检测系统”可以检测痕量（ppt 级）卤代烃的排放，“钢轨焊
后感应正火机”承担了约 80%的全国高铁钢轨焊后热处理作业，正在开发“钢轨
焊接与正火一体机”、“高通量机械臂实验平台”等设备，曾获得 2018 年北京大
学创新设计大赛特等奖、2017 年二等奖。
附：2014 年至 2018 年前后参与项目指导的 38 位导师名单（多位导师连续四年
指导）
白红敏
池恒

河北义厚成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保定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
高思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龚巧玉
郭旭升
蒋岚
赖建辉
雷卫莉
刘树强
石钟韶
孙晓波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
蔚源创新投资合伙人、点金沙龙创始人
德稻教育执行董事
正兴车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无锡美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博瑞祥腾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兼总经理
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东海岸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王如法
王浤西
许成祝
俞义泉
张严源

重庆嘉发实业（集团）董事长
天风证券企业金融部总经理
前斯伦贝谢公司中国区总裁、斯伦贝谢中国区主席/汾渭清洁能源
（山西）有限责任公司联席总裁/首席财务官/合伙人
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兴源联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

董倩文
胡曰明
刘水
刘远征
卢雷

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主席、行政总裁、执行董事
深圳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辽宁三三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苹果电脑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洲区总经理

张家树
白文涛
高森
李向群
荣劼

北京依诺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分享投资公司执行合伙人
重庆财信基础设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重庆财信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发展总经理
和君集团合伙人、节能环保事业部总经理
霍尼韦尔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市场部总监

彭程
伍东扬
徐晓光
孙亚伟
张兆东

苏州聚晟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
波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与技术副总裁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与全球合作中心副总裁
康宁中国特种材料部技术总监
北京大学资产经营公司总裁、方正集团总裁

耿雪松
邱源
杨岩
王鲁男
庄苏静

北京天创数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协鑫智慧新能源交通科技发展（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
北大企业家创投基金执行合伙人
北汽集团越野车分公司副总经理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首席质量官

朱振旗

新奥集团执行副总裁兼技术委员会主席、新奥能源研究院院长、煤基
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北京虹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合伙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
员

朱晟轮

白石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企划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