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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海大学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539)………………………………………………………

 河海大学征兵工作领导小组 (539)………………………………………………………………………

 河海大学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和工作组 (539)………………………………

 河海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540)……………………………………………

 河海大学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541)…………………………………………

 河海大学国有资产管理专项检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541)……………………………………………

 河海大学内部控制建设领导小组 (541)…………………………………………………………………

 河海大学保密委员会 (541)………………………………………………………………………………

 河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542)………………………………………………………………

 河海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 (542)…………………………………………………………

 河海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 (542)……………………………………………………………

 河海大学选区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542)…………………………………………………………………

 “钱正英教育科技基金”“严恺教育科技基金”“徐芝纶教育基金”评奖委员会 (543)……………

 “钱家欢教育基金”评审委员会 (543)…………………………………………………………………

 河海大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543)………………………………………………………………………

 河海大学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组 (543)………………………………………………………………

 第七版《辞海》(水利分科)修编工作组 (544)……………………………………………………………

 河海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导小组 (544)……………………………………………………………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 (544)………………………………………………………

 人大代表 (544)……………………………………………………………………………………………

 政协委员 (545)……………………………………………………………………………………………

 政府参事 (545)……………………………………………………………………………………………

民主党派各级组织任职名单 (545)……………………………………………………………………

学校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和无党派人士、侨、台联负责人名单 (546)………………………

在省、市统一战线团体任职人员名单 (547)………………………………………………………

奖励与表彰 (548)…………………………………………………………………………………………

2016年度获校外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548)……………………………………………

2016年度各类基金、奖学金获奖情况 (573)………………………………………………………

2016年度获校内表彰及奖励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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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名单 (657)…………………………………………………………………………………………

2016届毕业博士研究生名单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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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水资源学院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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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与交通学院 (680)……………………………………………………………………………………

 环境学院 (681)……………………………………………………………………………………………

 能源与电气学院 (682)……………………………………………………………………………………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683)…………………………………………………………………………………

 力学与材料学院 (684)……………………………………………………………………………………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685)………………………………………………………………………………

 海洋学院 (686)……………………………………………………………………………………………

 理学院 (686)………………………………………………………………………………………………

 商学院 (687)………………………………………………………………………………………………

 公共管理学院 (689)………………………………………………………………………………………

 法学院 (689)………………………………………………………………………………………………

 马克思主义学院 (690)……………………………………………………………………………………

 外国语学院 (690)…………………………………………………………………………………………

 机电工程学院 (690)………………………………………………………………………………………

 物联网工程学院 (692)……………………………………………………………………………………

 企业管理学院 (694)………………………………………………………………………………………

2016届本科结业生名单 (695)…………………………………………………………………………

2016年结业生换毕业证人员名单 (696)……………………………………………………………

2016年补授学位名单 (696)……………………………………………………………………………

2016届继续教育毕业生名单 (697)…………………………………………………………………

 函授 (697)…………………………………………………………………………………………………

 夜大学 (712)………………………………………………………………………………………………

 自学考试 (715)……………………………………………………………………………………………

2016年授予成人学士学位人员名单 (717)…………………………………………………………

2016年大事记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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