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名称 专业 学号 姓名 备注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1002 陈星妮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203 胡茜芮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802 刘荟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102 苟非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611410202 胡佳怡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905 钟思源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9660121 龚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608 龚昊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22020204 王邦菊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9640929 赵烽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129 朱中旭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419 邱益民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728 周荣泓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611410324 谢鹏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611410916 鹿高千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卓越班) 1617030404 范鑫怡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612440510 朱卉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12480332 于忠祺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12440431 张志超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620040219 王翼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612440226 陶子寅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626410307 吴雪颜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612440411 张文婷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526410221 马冲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619640615 党雍迪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卓越班) 1619640804 吉妍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卓越班) 1612440401 安慧珺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卓越班) 1612440627 张书博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17440518 陆施涛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12480220 金轩城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12440513 洪林健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12440332 俞明吉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612480106 翟秋红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619090126 王烁普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1612480319 李然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1612480405 莫光萍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自动化 1612120127 孙志刚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自动化 1617440310 陈启超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自动化 1612120204 辛玥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自动化 1612120225 赵博琪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622010109 刘中琦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613490332 张卓欣

管理学院 税收学 1613200103 谷岱南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410 童玮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13010304 江星燕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1008 厉佳琦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13010209 李雨莳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518 张璟

管理学院 税收学 1613200104 韩馨凝

管理学院 税收学 1613200101 曾思佳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613040119 熊婉静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405 李爽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501 陈蕾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613490203 郭希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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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金融学 1613491214 王春雨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1205 蒋茵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613490817 张明珠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613490202 丁文佳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13010208 李嘉琪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613490707 胡梦雅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中美合作) 1613120207 黎东蕾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613040229 刘荣蔚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608 李娜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1111 齐玉琳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613040201 陈佳昕

管理学院 税收学 1613200212 杨阳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505 侯璐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517440425 梁诚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613491109 马秋瑜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613490718 希吉日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613040307 黄诗婕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613491305 金家倩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613490709 黄睿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221 张彤昕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613040220 吴佳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613490821 周彦琪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613490331 张钰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13490916 申依凡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123 钱涤非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403 邓垚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109 戴飞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703 李芙蓉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414410217 黄辉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134 朱春雨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115 金瑞琪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520110104 胡金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321 钱兆峰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105 王艺洁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328 吴佳炽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1614410324 田朝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国际工程)(中德合作)1614070105 钟亦林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614410226 王屹辉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614410206 陈树鑫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614410227 谢宇峰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614410431 袁承麟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20190208 邢逸琦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20190301 樊鸿亮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12110226 宋文斌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12110220 李鹤远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12110237 张靖雨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12110118 刘海洋
外语学院 日语 1615050208 孙艳琦
外语学院 英语(中美合作) 1615080322 陈治宇
外语学院 英语(中美合作) 1615080124 李卓轩
外语学院 英语 1615010121 钟滨如

外语学院 英语(中美合作) 1615080230 朱云轩

外语学院 德语 1615040120 徐小红

外语学院 日语 1615050110 孙思婧

外语学院 英语 1615010116 王悦

外语学院 英语(中美合作) 1615080304 江宁

外语学院 英语 1615010213 孙晓天

外语学院 英语(中美合作) 1615080203 郭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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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院 德语 1615040123 朱梦涵

外语学院 日语 1615050119 戴国俊

外语学院 德语 1615040106 郭歆宇

外语学院 德语 1615040125 倪俞健尔

外语学院 英语 1615010113 陆瑜雯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617440515 金淦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617440531 张雁杰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617440533 赵有正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617440405 张依婧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617440824 王良杰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617440418 刘谨越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617440404 姚敏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417421108 阮西波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617440617 兰陈超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617440613 黄嘉玮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617440307 卜乙晓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617440206 吴佳婷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1617030403 董琪霞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1617030402 陈姣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1617030208 刘畅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1617030105 黄千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1617030412 汤繁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假肢矫形工程 1619640922 李应辰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假肢矫形工程 1619640302 贺婉莹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212 展格格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424 唐希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906 凌宇秀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213 赵佳琦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417 蒋子昂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413 赵丽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801 曹璐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619660119 陈晓宇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619660217 朱婧雯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619660205 顾娟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医学信息工程 1619640815 陈学武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医学信息工程 1619640410 徐云舟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1619640702 赫雨欣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1619640620 骆义超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制药工程 1619090204 黄子芮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制药工程 1619090201 白晓菲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卓越班) 1619640305 李媛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包装工程 1620040107 张晨晨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包装工程 1620040207 张敏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包装工程 1620040102 雷婷婷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1620180210 孙心愉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1620180305 顾宇晶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 1620120118 朱恩绘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传播学 1620550311 厉静涵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传播学 1620550215 魏鸿灵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1620550212 沈令仪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传播学 1620550214 王莹娜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传播学 1620550126 鞠楠楠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编辑出版学 1620550429 宋钦章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620150112 邱天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620150211 盛怡瑶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620150214 王雅乐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1620110208 苏竞琳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1620110209 唐思帆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1620110106 李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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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1620110124 郑迦恒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1622020203 林馨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22010122 文贤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622010208 时海若

理学院 应用化学 1622030111 赵佳艳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1622020205 谢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26418101 陆馨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626410309 赵国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626410331 周训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26418201 邵文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26410201 海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626418402 潘晟

中英国际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英
合作)

1524030115 金文正

中英国际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中英合作) 1624010109 付东旭
中英国际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中英合作) 1624030104 高欣
中英国际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中英合作) 1624010110 顾凡君

中英国际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英
合作)

1624020104 丁正道

中德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 1623010102 陈芷璇

中德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合作)1623020206 祝逸玲

中德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德合作) 1623010208 瞿晨晨

环境与建筑学院 环境工程 1317420218 朱鑫钰 三等功

外语学院 英语(中美合作) 1615080317 张家瑛 西部志愿者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1619640707 田慧 西部志愿者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614410711 光成方 西部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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