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31002450110 周敬博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02 李哲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04 陈志伟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05 王校峰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06 潘严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08 谢准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09 马尚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0 吴宝坤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2 马丁一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3 尹世伟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4 闫亚楠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6 刘亚雄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7 李杉杉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8 杨瑞红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19 鲁家旭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1 郝毅鹏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2 于颖溪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3 李博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4 张晨星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5 宋润伟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6 苏鹏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8 甘鹏飞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29 段继平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31 陈浩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32 宋智威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33 王一博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36 姜嘉文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37 许香淋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38 罗明裕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39 吴爱军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40 官建林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41 雷海涌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1 151002410142 苏星夷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41002410201 龙灿凤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01 杨国超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02 范如雪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03 杨衡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06 陈志付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07 曾国员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08 王彬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10 张旭阳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11 张元浩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12 赵宏庆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14 吴鼎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17 陆逸伦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18 吴睦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19 苏宇杰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20 张之麟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21 张季平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23 李可非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24 李佳慧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25 黄晓洁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27 郁家宝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28 黄傲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32 张书宁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34 常子青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35 李俊賢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37 蔡修远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38 周鑫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39 姜智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40 黎健康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41 李晓吟 应届
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1512 151002410242 韦心然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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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02 秦新阳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04 程广奎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05 程月鹏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09 吴昊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1 王蓉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2 张浩祺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3 浦佳伟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4 还咸宁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5 乔黄毅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6 宋韬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7 束轶晟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8 季少枫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19 沈志毅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21 候权宏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22 李永峰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23 范建新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24 苗健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27 王涛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29 南昌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30 祁国宁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31 庞亚龙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32 尹九龙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34 王光璨 应届
材料学院 焊接技术与工程 焊接1511 151002510135 陈鹏 应届
材料学院 计数 87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412 141001310228 刘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411 141001120141 魏鼎超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412 141001010223 吴纬华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413 141001010319 李洪宇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413 141001010320 常朝晖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01 刘妍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03 燕萌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04 张婷艳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08 农秋丽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12 张考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16 王龙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17 杜艺璇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18 卜浩东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0 李奔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1 张顺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3 胡志刚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4 马玥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5 王琦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6 秦宇诚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7 翟金纬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8 潘玥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29 汪昊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0 郁梦非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1 朱忻怡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3 毛静怡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4 沈瑜豪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5 戴佳磊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6 王聪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7 顾毅杰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8 蔡子君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39 陆维义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1 151001310140 范志玮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31001310206 邹婷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31001310243 王雪君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02 陈竺怡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03 陆嘉莉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04 桑航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05 吴凯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09 沙精滢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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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0 谭朋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1 吴卓龙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2 胡瑞发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3 田阳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4 邹梦琪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5 赵静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6 何万进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7 杜家豪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19 郇宇飞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21 王浩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22 李贤书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23 刘思奕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24 陈磊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25 章华杰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29 胡锦磊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0 柴子轩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1 何思遥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3 王培豪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4 王斌灏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5 纪璇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6 崔新苗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7 俞昊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8 朱文涛 应届
电气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1512 151001310239 李慧涛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01 李昱昆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09 陈惠霞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11 李乾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23 龚璞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24 黄耀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26 陈杰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31 汪志恒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32 吴鑫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34 王浩浩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35 姜庆国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139 张海朝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207 汤明华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209 毛昊强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216 徐海义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221 翁哲轩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223 金沙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225 唐徐佳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210304 金楚原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310115 王瑞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510139 苏加旋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510204 马玉静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510209 吴娇羽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1510223 南香港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3400106 段杨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试点) 德泰1511 151003400108 蒋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31001510110 高新怡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1 季鹏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2 王秀智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3 吴昊楠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4 胡睿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5 杨定东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6 张毅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7 刘大为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8 彭于维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09 石劲松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0 张坦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1 刘苗苗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2 刘丽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3 袁婉玲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5 王蒙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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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6 陈海翠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7 蔡瑞奇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19 马启航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0 付亚楠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1 杨入云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2 代顺磊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3 庞锦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4 郭旭鹏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5 关皓闻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6 关天海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28 李承旺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30 牛震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31 郭金枫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32 付袈铭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33 秦林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34 石浩志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35 张孟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1120139 刘悦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1 151002310231 王婷雯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31001170324 王志斌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02 王国川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03 徐学文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04 李华荣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05 周景英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06 邹俊南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07 张浩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09 李罗家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10 彭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11 毕俊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12 张金诚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16 李启超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17 郭子瑜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19 杨力骁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0 钟正一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1 何佳泽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2 赵俊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3 黄义博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5 汤尧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6 陈伟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7 张国雄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8 丁坤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29 江河水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0 沈昱旭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1 李文璞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2 邹雁芝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4 杨粤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5 秦源廷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6 王新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7 钱赟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8 瞿怡清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39 徐永强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120241 王磊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2 151001210308 胡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01 丁思杰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02 王梓桐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03 沈俊杰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04 何子宇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05 潘传珂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07 王梓祺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08 泰子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10 梁琦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11 张燕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14 柴俊锴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15 储晓晨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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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16 吴晓童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17 章科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19 龚檩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20 章一帆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21 范宗贤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22 唐云林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23 林雅仪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25 周楠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26 赵文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29 张泽鑫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32 王琦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36 林存松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38 吴宏伟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41 林树涛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42 李定昌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1120343 姚先设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3 151008140325 吴缙功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41001010415 施越超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02 王首安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03 杨新雨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04 干晓锋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06 毛翼挺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08 孙逸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09 张秦仰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0 葛君杰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1 倪家俊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2 顾君玮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4 邱杨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5 周逸陆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6 顾奕坚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7 朱颖杰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8 封祯毅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19 王俊杰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20 夏仁杰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22 宋俊辉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26 江岑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28 汤晨犇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29 肖伟俊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30 林祎玮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32 王孙玮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33 张友岱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37 朱方舜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38 刘越凡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39 陆嘉琪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1120440 张志成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2200107 杨美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2200138 王源玥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2410130 王萌 应届
电气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1514 151004620222 蔡咏祥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31001510136 胡磊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31001510122 石睿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01 徐勇杰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02 陈昕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03 钟茜思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07 张天意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09 王春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10 彭仕瑞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11 叶志豪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12 马嘉韬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14 宋晓承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15 张哲林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16 赵英杰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18 宁宇东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20 袁逸飞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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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21 周润超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23 马云肖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24 董海飞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25 夏雪梅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28 王俊鹏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29 雷婷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32 赵祎烈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33 曹海吉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34 孔磊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41 牟瑞宸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51001510142 陶青威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71101510143 刘阳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71101510144 何剑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71101510145 孙阳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1 171101510146 李元勰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01 邢鸿运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02 逯文禹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03 王梦慧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05 杜力夫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07 解净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11 沈家兰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12 冯兆子鸣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14 聂冰涵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15 杨聪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16 鲁书瀚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18 刘卫防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19 朱明君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20 李洋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21 张思钰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24 张江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29 王俊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30 刘志纯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37 张宇帆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38 张昊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40 瞿晓芸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41 孙帆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51001510242 金丹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71101510243 尹慧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71101510244 孙骁 应届
电气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新能源1512 171101510245 钱坤昊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31001270216 吴胜强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31003610214 沈清坤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02 李晓军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04 陆秀明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05 满博文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06 王志强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07 黄梓晴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08 陈罗量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12 曹锡华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15 韦伟敏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16 张家翔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17 黄上分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19 覃铭标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21 覃敏开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36 卓自豪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37 蒯乐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38 严华成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1210140 曾顺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51002510103 李树林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71101210147 丁嘉铖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71101210148 薛永杰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71101210149 吴苏洁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71101210150 韩旭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71101210151 刘朋源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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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1 171101210152 林洁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04 林镜泓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06 王孚人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08 周文艳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10 李思锐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11 王俊极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12 谭湲元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13 王传昊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15 孙麒杰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18 吴颖川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19 张霄飞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20 陈青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22 徐小惟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27 张丽军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28 宋炜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29 钱王晟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1 金文慧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2 沈斯杰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3 盛欣怡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4 刘思思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5 赵黎洁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6 金逸杰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8 杨利益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39 黄徐军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51001210242 姜炳云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71101210245 蒋润灏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71101210247 徐文涵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71101210249 冯国城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2 171101210250 王艺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01 董仕林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02 童梦成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03 吴江北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05 方松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06 赵仙荣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09 付健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10 盖争斌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11 赵媛媛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13 牛婉婷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14 甘才晔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16 吴汉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17 王永先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18 吴江龙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21 王华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22 郑华伟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23 叶凌志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26 王奇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28 温淞涵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29 刘远鑫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0 姜豪杰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2 翟中瑞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3 盛哲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4 吕晋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5 邓广哲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7 蔺陈安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8 顾逸轩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39 李涂珲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40 朱轩弢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42 魏益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43 王佳杰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51001210345 蒯佳斌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71101210346 周桃玉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71101210347 陈顺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71101210348 吴继发 应届
电气学院 自动化 自动化1513 171101210349 蔡祁伟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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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气学院 计数 359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0 阿布力米提·阿不都艾尼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411 141003400128 杜恒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411 141003500115 钱敏敏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411 141003530121 徐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31003400124 王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01 丁佳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02 李小桐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07 游敏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09 李恒洗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10 刘志鹏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12 李思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17 余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20 王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21 何赛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23 李继传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24 杨克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26 应和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27 刘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28 谢昭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0 赵孟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3 刘一桐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4 郭苛欣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5 倪家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6 周沁玮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7 葛斯梵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8 陈晓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39 吕铭扬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1003400140 张政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54203400141 DIALLO HASSANATOU AISSATOU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71103400142 王嘉瑶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71103400143 吴昊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71103400144 王斌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71103400145 杨杨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71103400146 陶志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1 171103400147 浦裕民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01 王舒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02 吴逸凡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03 杨佳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04 马志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05 吴佳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07 顾雨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09 徐钱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1 宋亦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3 陈叶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4 张婕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5 陈轶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6 严斌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7 傅范青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8 夏雨晴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19 阿卜杜外力·阿不里克木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1 代鸿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2 赵利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3 任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4 周天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5 叶望成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6 付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7 梅浔捷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8 田子瑞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29 丁浩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31 姚孟良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34 崔明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35 韩旭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36 孙清曦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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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38 冯暖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39 马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51003400240 刘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71103400241 陈焕亭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71103400242 陈丽丽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71103400243 谢金京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71103400244 周嘉颖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71103400245 李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1512 171103400246 赵俊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08 黎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11 刘文静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12 尹妤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13 汪美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14 刘玲芝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16 王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17 马良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21 范利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24 曾远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25 王卓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28 黄达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29 黄彬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0 皮寰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1 周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2 王嘉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4 沈喆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5 陈逸夫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6 丁彦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7 黄奕飞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39 严敏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40 吴征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51003500142 刘久春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71103500143 黄娟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71103500144 徐骁彧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71103500145 陈之皓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1 171103500146 丁慧旗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1 孔元元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2 张治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3 张帆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4 陈依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6 宋晓润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7 陈策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8 王诗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09 徐晔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11 陆佳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12 戚寒婷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14 姚逸晨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16 吴石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18 张一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19 张敬国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20 师文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21 徐雪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22 张慧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24 李晓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25 王一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28 袁景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30 黄世彬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31 徐锦坤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32 张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33 张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35 牟锐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37 王统一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39 张春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40 叶铭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51003500241 高蕴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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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71103500243 刘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71103500244 杨宗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1512 171103500245 杨见坤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41003530115 干逸飞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01 章博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02 朱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04 吴振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05 黄熙宸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06 梁鑫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07 陈锡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09 莫薇筱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10 邓旭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11 鄢瑜晗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12 雍嘉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15 张子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17 孙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18 吴瑞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19 李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0 薛大健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1 张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2 游光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3 李恒一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5 高登攀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6 赵来好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8 尹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29 江灵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30 幸琦林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31 廖钟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37 熊帮闻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39 徐铵蕤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40 刘建火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41 曾远城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42 余佳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44 何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45 夏子棋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1 151003530146 陈春霖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03 王沛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04 田一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05 李佳玲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06 葛融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09 朱璋颖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10 袁哲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12 丁燕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15 孙茹懿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16 施金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18 顾嘉成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19 江轶伦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22 夏念骄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23 陈璐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24 顾小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25 张海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26 吴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27 贺欣欣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28 祝孟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30 刘杰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31 赵思萌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32 王金傲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34 周全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37 姜笑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39 李莹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41 崔益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44 王文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45 杨宇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1512 151003530246 葛睿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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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01 翟星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02 李潘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03 陈明静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04 王晶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07 王子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09 蔡依懿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0 刘祎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1 王思骢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2 程佳骐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4 龚益波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5 王洁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7 龚俊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8 孙熠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19 刘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0 梁琦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1 胡昕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2 宋佳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4 吴妍正凤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5 庄晨鑫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6 潘瀚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7 肖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28 沈皓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0 常佳鑫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1 位凯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2 司旭哲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3 钟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4 郭静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5 李明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6 霍星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7 陈丽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38 夏晓庆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1 151003410140 徐文龙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00131 毕东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02 葛晓铭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06 朱领领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07 陈晓云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08 许玉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1 毛菲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2 司家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3 吴王洋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4 吴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5 杜娅婷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6 陈玮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8 蒋菲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19 肖彤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20 赵诗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24 汪彬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25 褚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27 陈自强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28 金佳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30 朱淳怡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31 曹宏飞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32 叶玮婷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33 缪淼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34 范佳旸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38 谢梦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39 师建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41 李通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42 李天佑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43 王族帆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44 连诗玲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45 林晓钱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1512 151003440246 许俊明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01 丁煜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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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03 李嫚璐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05 黄宇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06 王徐晨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09 邰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0 朱媛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1 江珊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2 胡发堂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4 刘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5 郭成中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7 袁定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8 祝青霞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19 李俊康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20 江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21 白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23 幸清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24 吕田晶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25 施剑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26 张凡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1 王玉珏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2 陈智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3 王戈晖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4 崔俊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6 钱敏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7 朱泽霖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8 黄颖欣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39 沈岑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40 顾伟康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41 陈松青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3600142 王禕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1 151008130135 李鑫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01 张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02 朱康妮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07 王佗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09 刘永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10 杨欣澄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11 张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12 方若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14 王晨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17 佘正鹏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18 薛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21 罗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23 周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26 戎秀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27 徐威斌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28 王泽龙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29 吴楷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33 马德呈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34 王懿浈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35 石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37 薛志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41 尹梦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512 151003600244 包敏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31003320135 张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31003320221 杨志宇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05 周雪琼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06 卢叶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07 管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08 王巧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09 郑子耀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0 徐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1 马天时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2 杨赵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3 郜宗前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5 张友利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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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6 黄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7 张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18 魏梦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20 李培嵘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22 杨华桥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23 许林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25 李方保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26 熊春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27 匡天呈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28 徐圣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0 王诗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1 梁子安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2 朱奕舜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3 杜玮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4 陆尚哲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5 王泽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6 顾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7 朱哮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8 吴亦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39 李雪超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1 151003320140 诸葛晓庆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41003320222 李刚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01 沈霆煊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02 王妃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03 张舟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04 施香朵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06 朱蓓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07 许佳凡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09 徐鑫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10 朱浩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12 袁梦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13 孙轲熠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17 葛文絮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21 邓斌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22 杨宁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23 周登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25 马玉雪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27 胡涛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30 杨金林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32 忻桓辰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36 杜孝欣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37 沈静怡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39 杨晓艳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512 151003320241 韩嘉慧 应届
电子信息学院 网络工程 网络1412 141003600217 刘建伟 历届
电子信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1412 141003320237 李耀 历届
电子信息学院 计数 365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1 152020190127 杨静全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1 152020190147 胡子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2 132020190412 张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2 152020190206 陆文华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2 152020190216 许阳龙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3 152020190302 陈一帆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3 152020190325 吉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3 152020190334 张蕊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3 152020190348 李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503 152020190351 余方原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501 152020090103 王燕飞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501 152020090111 潘想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502 152020090233 郑华亮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501 152020200144 王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502 152020460203 孙宁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502 152020460218 朱成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502 152020460225 周宇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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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502 152020460232 张昊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502 152020460238 朱一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502 152020460240 徐俊耀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502 152020460242 叶天瑜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502 152020470214 居鸿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502 152020470222 蔡新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502 152020470223 李超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502 152020470229 石晟榕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52020190145 王卓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52020190150 张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52020190221 游瑾扬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52020190240 王芷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02 肖棊钊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03 唐磊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05 邬争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07 焦曼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08 崔尚达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09 伏龙渊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10 鲍国庆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12 杨皓翔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13 崔家辉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15 阚书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16 于朝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18 彭博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19 周海一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20 彭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22 张铠绎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23 董鑫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26 李国宁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27 周纪委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28 方立根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29 陆志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30 陈学涵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32 陈倩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33 童慧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34 张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37 尤慧荦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38 冯肯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39 贾晖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41 郭雨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44 黄天怡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45 陆振豪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46 闫博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47 余天翀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1 162020190149 郑奕龙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42020190142 王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42020190327 别浩繁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42020190333 季成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52020190212 朱百中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02 陈雨雯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04 张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05 王欣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06 周青胜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07 包迅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08 翟昊晗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09 章超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10 田佩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13 蒋泽皓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15 刘仁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16 宋飞龙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17 丁晨阳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19 邓卓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20 吴望佳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21 钱陈扬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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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22 程俊辉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25 常少伟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26 张诗达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27 金乔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28 唐宁宁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35 郭建栋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37 沈君达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38 劳莳佳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39 戴翊隽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41 温响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42 吴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43 周志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44 范雪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46 陈树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47 茅为章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2 162020190248 仇亮亮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02 海明林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03 李文斌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04 冯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05 宋耀国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06 邬俊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07 徐璋逸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0 穆志强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1 朱孙寅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2 甘琦琪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3 朱骁豪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4 陈毅敏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5 李元斐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6 归卿阳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7 洪泽源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18 宋泽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20 张逸晨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21 许培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23 阚宇坤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24 夏雨阳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26 肖浩霖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28 施骏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29 文准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32 吴斌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33 郝维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34 陈韬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35 俞佳乐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37 姚英尔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39 赵禹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40 胡逸磊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41 吴华涛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43 褚朝尚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44 张昊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46 张誉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3 162020190348 占中帆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01 蓝志伟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03 戴崟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04 何玲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05 曾海林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06 杨一犇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08 杨天飞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11 秦培森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12 陈峥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15 王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16 王嘉晔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19 邱邦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20 张翔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21 穆海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22 孟德裕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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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27 汪亚林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28 刘沈佳玮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29 王超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30 唐志恒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32 袁光晨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33 张鑫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34 钱朵霞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35 谢思祎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36 高毛毛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39 陆卓然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40 顾佳宝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41 庄光耀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42 王厚峰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45 夏丽云 应届
高职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1604 162020190448 刘惠娟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52020090224 叶凡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02 蒋章路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03 朱天昊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05 王昊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06 王红坤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07 吴秋锐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09 陈涛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0 张鑫喆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1 廖瑞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2 季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3 邓存栋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4 田烁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5 陆涛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6 李强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8 李鑫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19 吴振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20 俞一凡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21 张蔚捷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23 张向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26 陈胜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28 张晓鸣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29 方帅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30 谷盛林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31 汤伊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34 陆佳豪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35 吴春根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36 冯越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37 朱猛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39 宫德智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42 顿歆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43 徐伟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44 蔡晨远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45 叶佳晖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46 徐天乐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48 吴田野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49 孙寅涛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1 162020090150 祁建庚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52020090216 曹志康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01 陈胤歆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03 蔡振超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06 姜恒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07 汪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08 俞斌珺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09 钟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0 祝佳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1 徐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2 王文政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3 胡飞港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4 史凯文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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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5 潘亦劼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6 谢鑫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7 张晔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8 李晓波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19 范鑫悦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21 李鹏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22 班泽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24 方厚义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26 李传信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27 李博通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29 李景飞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0 叶金宝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1 张劲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3 陈瑜翀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4 瞿晟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6 刘帅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7 张乐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8 谭义磊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39 窦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40 姚骏达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41 邬文博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44 余孝成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45 王家港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46 张帅帅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47 陈标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机电1602 162020090249 顾佳豪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43120360134 杨元硕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43120360142 顾英豪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04 徐鑫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05 裴磊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12 程嗣琦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15 蒋赟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16 何益豪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17 毛宇青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18 翁正博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19 陈鑫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20 俞懿涵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21 沈芸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22 张煜泽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23 叶珠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25 张昊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28 孙平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29 林可涵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0 张佳琦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2 朱伟豪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3 张安琪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4 高天骏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5 唐文懿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7 俞一唯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8 唐储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39 陈亦明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41 张偶遇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42 马俊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44 韩圣升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45 周青青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46 邱季文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47 吴佳琪 应届
高职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德合作) 机电1603 163120360348 徐逸晨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42020200113 张天晓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42020200132 李志伟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01 陈恩明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03 罗云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04 张飞翼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08 程鹏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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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1 杨柯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2 顾晓奕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3 王时雨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4 陈柏萃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5 徐芳清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6 程子华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7 李叶文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19 潘书勇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0 孙永胜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2 王明亮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3 孙文祥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4 张浩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6 蒋宁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7 骆思睿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8 彭凯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29 刘亚东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0 吕劲梁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1 曾婕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2 高天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3 李天汇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5 乔福银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6 章旭洋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8 赵妍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39 张雨欣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0 胡鑫鑫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1 沈一鸣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2 徐沈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3 耿豆豆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4 张周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5 何谦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6 杜亦巍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7 王天宇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8 朱建雄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49 朱潮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200150 崔亮 应届
高职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1601 162020460105 耿寅翔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42020430323 陈晟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01 黄小燕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03 沈雅楠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04 杨憬阗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05 董雯怡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07 黄晋贤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08 曲婕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09 周华豫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10 易智雯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11 杨晨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12 瞿正政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15 高艳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16 应昌鑫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19 王昀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20 徐芷琳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22 朱丹阳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23 宋雨欣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24 宋圆圆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26 余莉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27 付安妮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29 姚雨辰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30 刘莹莹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31 陈琪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32 卢思玉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33 蒋文静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34 薛亚文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39 丁秋熠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41 季洁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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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42 张芊芊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45 姚贝悦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46 赖嘉程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1 162020430147 皮佳豪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42020430212 李楠楠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01 谭述金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02 陈天林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03 陈嘉琪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06 钱诚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07 钟晶华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08 汪欣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09 李甜梦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10 王艺嘉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16 郭淑熙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17 涂嘉萍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18 乔琛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19 杨艳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21 江玲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26 何以呈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28 张婧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29 张千会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34 申屠钰雯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36 陈南烨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37 吴淦茵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39 王肖一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0 于心一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1 金雨晨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2 谢博琳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3 马海豹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4 韩旭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6 庞敏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7 巢玮璐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602 162020430248 刘佳仁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603 152020480411 沈旖旎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603 152020480416 王兆年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603 152020480420 闫冰雨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603 162020480303 朱婷婷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603 162020480308 管嫣然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603 162020480312 陈寒娇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603 162020480340 范秋烨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42020460116 刘恩超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01 姚禹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02 周瑞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06 石野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07 胡玉亮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09 赵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12 赵明明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14 郭宸炜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18 刘赢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21 范圣晴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25 祁清昊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26 肖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27 陈科霖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33 孙英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35 郦佳凯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36 赵鑫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37 夏艺雷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38 赵征鹏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42 黄弄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44 瞿文博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45 古乐章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1 162020460146 武雪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42020170207 蔡帅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01 夏斌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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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02 翁黎明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03 胡飞飞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05 李高涵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08 宋萌昌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09 王朝宝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10 潘嘉炜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11 顾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13 徐锽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14 蒋健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16 陈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19 孔赵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21 石鹤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22 秦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25 杨洋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26 陈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27 尹睿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28 李克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29 韩启东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31 白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32 江敏坤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34 朱建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35 尤智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37 孟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39 许怡亮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44 黄辰虎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 数控1602 162020460246 费正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603 162020500307 王孺风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603 162020500321 付铮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52020470117 宋匀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02 王佳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04 郭宇航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05 张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06 王晓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07 杨瑜美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08 卢中绮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09 王锦元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0 陈家琦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1 陈玉龙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3 左梅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4 祝磊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6 黄乐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7 周春晓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8 顾以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19 高雪芳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20 黄伟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21 吴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22 费雨超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23 左新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24 滕达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27 戴婧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28 张自豪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30 杨敏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32 唐皓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33 朱嘉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34 刘娜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35 卢蝶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36 廖晨炜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38 茹浙敏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40 李会娜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41 周智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42 曹阳阳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43 张悦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44 梁耀祖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45 吉美拥珠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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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1 162020470146 胡斯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52020470205 柳泊良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01 嘎玛热旦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04 周一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05 陈怡雯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07 刘诗雨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09 张士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10 黄安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12 杨倩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13 卢永康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14 胡南飞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16 毛宇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17 江玲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19 王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0 范允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1 徐煌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2 金西露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3 曾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4 陆懿雯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5 查智彬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6 秦晓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7 雷彤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8 施学飞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29 李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30 周雪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32 王浩南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33 史良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36 潘婷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38 朱华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41 文慧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44 杨泽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45 沈文豪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46 王天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数媒1602 162020470247 孔德霖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01 聂小明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02 赵诗婷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03 潘芸婷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04 陈元君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05 张怡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07 蔡奕蕾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09 蔡佳炯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0 魏欣怡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1 姜峰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2 马泽昊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3 蔡婧怡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4 詹淼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6 陆欣怡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7 卫秋悦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8 许静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19 顾思程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22 李思凡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23 芮雪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24 沈欣轶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25 顾昕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26 张丙倩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27 郭寒冰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2 172020480229 陈佳雯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1 周贻萍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2 金悦洁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3 李依雯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4 王新悦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5 张颖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7 潘俊杰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8 王文怡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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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09 顾莹玥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10 艾园园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11 包文煜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12 马帅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13 洪雨欣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19 吴恒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0 顾晨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1 王娜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2 吴寅栋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3 陆怡婕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4 陆文沁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5 江安绮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6 傅美玲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8 张奕婕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29 倪文静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中高职) 商务1703 172020480330 翁佳颖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03 庄张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04 吕双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05 严天昊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06 徐天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07 江超逸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08 顾张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10 张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11 何晓春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13 李哲灏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15 张子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16 薛伟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18 朱雨冬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19 徐楚熠航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21 奚曹哲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22 季洁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32 汤奥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33 刘大壮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1 172020500136 黄茂家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01 朱晨威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02 牛玉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03 王晨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06 周思敏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07 陈海连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09 张磊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0 王靖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1 张翔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2 姚俊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3 杜一鸣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4 丁雨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5 孙伟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6 蒋彧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8 钱至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19 苏俊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20 陈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22 李云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23 倪世渊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25 顾宇超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27 郭天华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28 池盛超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29 王嘉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30 朱晴雯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31 孙皓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32 周晓亮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2 172020500235 丁裔蕾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02 郑威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08 何强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09 鲁晨洁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10 陆智怡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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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11 王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14 陆建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16 李翠华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17 顾羽楠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23 蒋行逸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24 厉禹钢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26 潘思晨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27 刘健楠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28 顾超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29 徐杨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30 万逸群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32 丁易锋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33 周易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34 沈天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35 桂美锦 应届
高职学院 数控技术(中高职) 数控1703 172020500336 黄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03 李桂林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06 陆隽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07 高蓓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08 吴怡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09 左杰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10 王笑旖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11 薛天皓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12 徐信培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13 吕俊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16 汤泰嘉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18 孙贝贝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19 张奕莹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21 沈铮宇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22 张凯翔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23 李鑫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25 王磊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26 秦政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28 陆轶昕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30 罗梵乐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32 赵莹秋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2 172020490235 刁淑秀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04 吴月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05 丁志宏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06 周璟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09 蔡嘉晖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0 陈君婷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1 俞家青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2 刘涛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3 殷思凡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4 吕怡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5 周宏亮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6 杨佳烨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19 张盈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22 彭宏韬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23 严聚寅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24 邹粤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25 金晶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26 陆艳婷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27 丁婧娴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29 顾春景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31 徐赟添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35 杨辰霖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36 孙心悦 应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数媒1703 172020490338 丁逸斌 应届
高职学院 国际商务 商务1501 152020430115 吴弘 历届
高职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数媒1501 152020470136 旦增晋扎 历届
高职学院 计数 655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4202200341 ELAMINE AHAMADA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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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411 141108140343 张子扬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31008140111 郭禄禄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31008140136 俞航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30113 秦思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02 柳志全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05 陈俊宇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07 杜锦涛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09 从小庆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10 夏呈祥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11 王子韩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15 韦忠杆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16 黄好杰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17 梁天明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19 陈伟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20 欧鹏飞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23 何耀广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25 李亮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28 丁成林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29 吴实鸣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1 汪璐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2 徐天松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3 何在飞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4 蔡万祥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5 颜世访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6 孙志文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7 刘玥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51008140139 唐震宇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71108140141 杨心雨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71108140142 沈哲昊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1 171108140143 郑肖帅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30132 王珂依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1 周思源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2 宋扬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3 陆崇远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4 何湘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5 董伊蓉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6 董艺萌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7 李雨航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08 李成诚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11 周欣哲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13 毛磊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14 邹文辉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15 杨柳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16 陈斐璐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18 陈郑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20 夏志强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24 曹乐文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26 王皓雪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28 顾炳炎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30 陆彬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32 金春浩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33 宋嘉玮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36 金逸超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38 李玉祺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39 黄彬杰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51008140240 侯思譞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71108140241 吕东启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71108140242 黄贤坤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2 171108140243 王开元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30233 周秀峰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01 王筱涵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02 孙逸枫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03 秦聪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04 邢亮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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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06 朱天予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07 易三亮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12 孙乾宇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17 吴鹤群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18 杨定坤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20 宋佳鸿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21 刘枫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24 张灿坤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26 李俊猛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28 包晨良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0 董洋洋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1 王继培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3 吕乔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4 郑瑨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5 徐志琳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6 董启山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7 赵云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8 潘海波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39 徐旻涛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51008140340 陈家衔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71108140341 余俊峰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71108140342 吴开祥 应届
机械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1513 171108140343 史帅帅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200126 李建邺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112 黄亮钧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126 杜新世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135 唐小波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02 冯文宗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04 刘楠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05 何子翔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08 李林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09 魏洪涛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15 袁世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36 王明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38 韩林涛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240 段恩来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408 朱潘鑫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416 王海亮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419 李敏昱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429 潘煜晨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430 黄健东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310433 陆龚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试点) 德泰1512 151002510133 黄凯程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01 白玛拉姆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05 尉翰林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06 王硕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07 王浩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09 吴柳波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13 苏启毅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14 梁洪铭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15 黎安军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18 易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24 魏豫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25 路文博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27 刘天润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29 林富军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0 林家俊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1 余冬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3 李波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4 周超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6 马文波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7 夏高强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8 徐夏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51002310139 郝梓亦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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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71102310141 施婕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71102310142 赵娟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1 171102310143 曾庆裕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31002340120 孙日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31002340231 周隽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01 刘林涛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07 陈学良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11 高清川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12 张奕晟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13 蒋俊伟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14 李盛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16 王钰博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17 陈晓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20 金溢睿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21 金宇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23 王之恺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25 邵静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27 李松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28 陆嘉宾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30 张春云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32 秦昊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51002310237 潘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71102310238 程小津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71102310239 李毅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71102310240 陈佳乐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71102310241 叶陆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71102310242 黄晨晨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71102310243 甘晟浩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2 171102310244 张嘉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02 张启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03 杨建华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06 王子浩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10 王佳傲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11 吴佳冕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13 赵川扬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15 刘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18 徐祖福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19 周坤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20 成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21 张伟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22 王同辉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23 王明岳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24 王炜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26 寇红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30 申佳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31 闫乐乐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32 诸郁鸣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33 王逸铭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35 李阳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36 顾涛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37 是南勤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51002310340 潘学伟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71102310342 王铭越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71102310343 江伟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3 171102310344 高芳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04 陆艺珺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07 孙欣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11 陶博靖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12 沈佳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13 黄源柳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15 陈方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17 陆健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18 谈佳欣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23 项天丞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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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25 孙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26 王络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28 顾晟倩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31 杨旸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34 袁笛遥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35 王佳辉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36 金翊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38 沈哲昊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51002310440 奚佳枫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71102310441 火天樾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71102310442 薛诗怡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71102310443 汤天萌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71102310444 孙达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71102310445 王启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514 171102310446 胡凯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05 何志祥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08 张刚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09 王松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12 张远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13 刘明华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15 胡能斌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20 魏义坤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22 张斌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31 卢萌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34 李佳鹏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35 张振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36 王英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40 王一鸣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1 151002200141 郭志浩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31002280212 张文龙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02 杨晓旭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03 吴宇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04 梁爽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06 吴超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09 郑宇翔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10 付振豪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11 田港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13 邵康稳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14 刘骐嘉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15 张畅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16 崔广鹏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19 袁伟宾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22 郭悦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24 谢金龙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26 杨健彬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27 钟敏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29 独亚平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32 苏鸿杉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35 孙帅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37 李俊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2 151002200240 陈玮旭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31002220344 胡三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02 苏文卓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04 李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06 苏湛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11 刘佳辉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12 陈泽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13 曹曦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14 高凯亮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1 李璞成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2 王佳乐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3 陆天圆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4 陈博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6 高嘉文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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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7 陈沛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8 张英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29 李桐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32 杨扬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2200339 王镒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3 151004310101 阮辰月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31002220409 罗凌飞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01 赵俊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02 任婕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07 谢芬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08 阙洺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09 伊绍圭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12 史建强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13 叶亚冰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14 王雄伟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16 谢福海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17 张慧颖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19 李佳轩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21 张入铭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23 张鹏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24 梁哲华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27 王帆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29 吴善波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31 林瑶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32 曹加御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33 包淇升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37 张盛珺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39 麦科坚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2200440 农时明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514 151004310104 武智敏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31008130114 李焕恒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31008130212 成龙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01 旦巴曲扎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03 蓝耀昂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05 李元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08 许维庆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09 吴长林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0 张结艳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1 宋永航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2 王峻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4 曹金良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5 闫昌洲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6 王亮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7 官宇豪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8 韩子异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19 吴浩蓝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21 方振吉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25 钱雨坤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26 周君毅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27 董文婷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28 胡佳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31 黄海涛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1 151008130133 江晨芳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1 徐佳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2 杨颖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3 乔佳陈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4 谢华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5 于琦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6 叶杰垚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7 虞天浩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08 韦永泽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10 崔青南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11 王超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12 张克楠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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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13 张澳强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15 付苍浩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19 李俊丽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20 惠所果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21 崔子胤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23 靳森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27 卢玲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30 李团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32 李国军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34 李鑫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35 尤宏宇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36 庄毅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37 蒋昊 应届
机械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汽车1512 151008130238 王羿 应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411 141002200107 赵斯慧 历届
机械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制1411 141002200132 徐皓 历届
机械学院 计数 337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31004270107 阿依努尔·吐尔生汗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80117 徐春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1 张晶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2 顾益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3 严莹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4 李保胜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5 申裕琳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6 韦捷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7 韦红梅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8 袁露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09 林丽颖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0 陆旦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1 周艺萍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2 胡茼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3 刘宇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4 郭思齐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5 李泽东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6 刘佳源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7 高敏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8 张程程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19 王子扬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0 胡欢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1 吕子源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2 夏晓莉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3 许梦梦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4 周光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5 陶海燕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6 夏佩云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7 安昕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8 吴星远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29 李静茹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30 王雪霏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31 胡璟耀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32 张予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33 李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290134 陆小云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320235 曹冰瑶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620116 王天月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1004620119 王思敏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1 154204290137 KEOKANYA SOUDTHIDA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1510235 余井锌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2200118 钟惠金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3530221 侯睿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1 高霜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2 曹元沁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3 蔡云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4 唐舒卉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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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5 金明杰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6 吴依静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8 陈宇华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09 陈罕俊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1 卢芝怡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2 孙冯洁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3 陈姝媛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4 杨晓铖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6 刘桢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7 胡姝雯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8 游敏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19 李晨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0 陈帆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1 陈雯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3 汤羽皙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4 陈蕾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5 尤忆情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6 姜为芳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7 杨雨舟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28 王夢菲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30 张佳琳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31 奚佩瑶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32 陆嘉忱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34 刘星星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51004290235 郑佳霖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2 171104290236 项妍婕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1 闫莉莉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2 严晓岚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3 周浩波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4 涂明仪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5 胡嫣然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6 徐立欧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7 金怡然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08 黄誉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1 吴筱菲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2 邓逸婷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3 顾洁如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4 董珍荃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5 严韵姿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6 朱心怡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7 康乃馨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8 殷乐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19 曹依磊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0 杨晓琼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1 曹琦悦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2 朱诗韵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3 陆忆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5 姚施伟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6 吴毓敏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7 陈晨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8 唐玉莹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29 李杨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30 梁馨丹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31 萨日娜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32 丁银银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34 赵博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51004290335 王航平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71104290336 俞艺婷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3 171104290338 张佳园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41004290411 闫二美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03 丁荣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04 王晓洁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05 高子燕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06 温醒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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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07 雷丹丹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08 刘桐羽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09 朱东昇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10 涂敏聪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11 梁静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14 万佳佳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16 文郁乔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17 张雨楠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18 王璧月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21 翁彩玉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22 谢丽香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23 王雪微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26 李浩川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27 任静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28 李梦娜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29 闫慧慧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31 徐佳宁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32 陶雨见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33 钱一歆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34 陶宇科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51004290435 张浩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71104290436 杨涵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71104290437 张倩 应届
商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1514 171104290438 肖恒权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05 王超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10 刘玉娟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13 黄点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16 郭翰文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17 黄涛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18 黄玉娟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19 江善才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20 吴思亮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21 高丁涛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22 王晨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24 何敏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25 宋书成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27 梁勇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28 张浩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30 李强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31 厉亦菲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32 林丽莉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33 戴廑凡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1 151004310134 王菲雯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41004310207 胡婧杰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1 周佳怡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2 陈佳琪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3 张越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5 张奕奕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6 金超毅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7 蔡嘉祺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8 陶怡雯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09 胡嘉瑛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10 盛建业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11 徐元庆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12 蒋文静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13 王怡琳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14 吴楠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18 黄倩倩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19 买叶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20 木拉提·沙塔尔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22 孙凌波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23 王爽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25 韩海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27 邱先民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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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28 储宏泽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29 王秋涵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30 王光亮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31 吴江华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32 郭杰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33 梁伟 应届
商学院 工业工程 工业1512 151004310234 董涵玉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31003310214 丁旭翔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1 黄蓉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2 孙亚萍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3 朱敏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4 徐鹏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5 许星星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6 贲世明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7 刘奕娴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08 叶芷苓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1 姚奕洁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3 施光辉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4 王贝嘉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5 胡静蕾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6 宓佳年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7 王晨昊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8 匡晓琪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19 沈君婷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0 谢晓丹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1 方婷婷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2 朱怡菁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3 王颖麟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4 戴世豪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5 沈臻源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6 张思源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27 李雯婷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30 刘辛为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31 周燊麒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32 朱思怡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110133 葛佳妮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630105 蔡兆祥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51004630134 刘翼畅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71104110138 王鹏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71104110139 张耀中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1 171104110140 史瀚男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31001120117 韩维荣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1120114 赵雅婧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1210336 倪子仙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02 余喆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04 朱吉意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05 金佳琦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06 彭紫逸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07 李建涛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08 沈珏雯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13 康健豪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15 陈航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17 李世琦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18 申吉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19 赵芊卉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20 孟栖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22 向应香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23 石玉勇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24 郭维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26 安昕宇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27 姜煜群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28 仲崇臻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33 段婧怡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34 舒一然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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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35 徐冰澍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51004110236 庞莉倩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71104110239 陈沁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71104110240 张嘉琪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1512 171104110241 张铭哲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43204520129 陈昱昕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01 陈鑫静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04 莫忠合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06 杨萌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07 于璐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09 伏宣丞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11 黄安莹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12 姜楠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13 曾钰茹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14 邱红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15 王光祺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16 朱华江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17 朱乾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20 程永维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22 陆依舟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23 陈彦蒨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24 周诗卉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25 陈孜昕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27 归佳依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30 周黎婷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31 徐哲程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32 罗泽鋆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33 李冰洁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1 153204520135 徐智雯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01 秦亚雯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02 郭纯瑛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03 张亦韵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07 沈裘莲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09 董梁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12 汪子君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15 张薇纯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16 宋天鑫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17 陈旭涛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19 宋佳衍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22 刘睿鑫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23 付钧泰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26 张娱菡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28 赵梓淇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29 程嘉琦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522 153204520231 章晶晶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05 SAVANE ABOUBACAR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06 YOUSSOUF ALI GABIL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09 HASSAN MWANAIDI MAKIA MUHSIN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13 KIBOGOYA FLORIAN ADOLF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14 MAGWAYA IBRAHIM SADICK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17 MTIVIKE AZIZA FELIX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18 SHEDAFA FAITH ROBERT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20 MAGWAYA SHEILA SADICK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23 ISLAM FARHA FAROUK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24 LYAKURWA INNOCENT SAMWEL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25 MWAKIBOLE JUDITH ATUPELE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27 MLIMAKIFU CLOTILDA GEORGE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29 URASSA DEMENTRIA SIXTUS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31 KESSY ANGEL RICHARD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留学生) 国贸1531 154204120133 ZIBO ZAKARA MAHAMADOU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1 李姣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2 盛斯劢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3 王丹璐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4 张在全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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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6 张仟仟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7 朱静娴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8 刘真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09 王怡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1 叶瑶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2 卞亦欣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3 徐文强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4 周不凡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5 张慧俊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7 王静文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8 费雯静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19 汪宇乾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0 金宇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1 朱仡文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3 张颢斌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4 朱磊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5 潘文斌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6 孙苧杉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7 王婷宜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28 陆诗雯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30 沈家豪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31 黄依晶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35 陈少阳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36 杜思雨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37 田睿璇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39 罗亮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40 施春笑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41 鲍玉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42 宋丹妮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511 151004630143 王姝安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1 孟令斌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2 姜文飞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3 钱新月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4 胡慧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5 项妹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6 刘晴晴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7 苑文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08 孔晓妍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1 潘红燕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2 汤俊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3 刘航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4 王海龙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5 龚慧婷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6 周慧雯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7 王诗韵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19 王媞蕊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0 金宣庆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1 朱文敏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4 张涵宜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5 汤倩茹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6 谢云萍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7 解高亮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8 赵宇彬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29 顾诗意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0 庞浩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1 王尧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2 祝怡珺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3 周莉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4 马婉勤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5 冯晓蝶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6 顾诗怡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1 151004320137 莫佳艳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01 李艺璇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02 唐家伦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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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03 胡穆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07 贾艺琳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08 党爽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09 苗春雨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10 祁玉龙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11 向田田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12 朱俊瑜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15 刘蕊菡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16 翟文然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17 张丽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19 庄雪敏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20 王艺茜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23 程黔豫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24 张政源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26 祝辉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27 焦小素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28 张小娟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29 杨松佳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30 刘超子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32 管雪雯 应届
商学院 物流管理 物流1512 151004320236 谈梦园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31006040125 崔衍旺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2200316 管宸翔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01 张颖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02 孙梦杰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03 谭秋芳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05 齐品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06 石佳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07 欧阳思意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09 尤淼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0 梁菁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1 张文璐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2 潘雪纯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3 王洋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4 陶玉枝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5 薛旭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6 李坦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8 杨航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19 钟海兰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0 孙红红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1 丁梦嘉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2 孙佳妮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4 李言灼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5 郁佳敏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6 徐紫荆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8 李桠钦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29 严雯静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0 陆颖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1 张超峰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2 徐志宇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3 林雯静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4 周倪伟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5 游宇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6 黄宇轩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1004280137 周洁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1 154204280138 GANSUKH UNURJARGAL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1 匡钰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3 张燕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4 杨怡芸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5 刘俊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6 吴煜玮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7 陈逸凡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8 王思琪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09 孙艺敏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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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0 王晓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1 黄成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2 宋朱衡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3 龚贞融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6 刚元星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7 栗铭铧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8 胡瑞瑞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19 文亚格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0 罗裕仁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1 岳亮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2 杨斯媛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3 熊艳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4 王佳琳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5 刘雨舟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6 甘桐霖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8 林圣意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29 郭逸松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30 袁嘉悦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31 李琪琪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32 汪霏霏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33 郭宁飞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35 袁羽茜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36 刘诗心 应届
商学院 市场营销 营销1512 151004280237 王丹丹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01 次仁卡珠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02 次仁卓嘎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03 德青拉措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04 张剑雄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08 谷甜甜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09 汪洁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11 沈锦龙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12 常达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13 吴隆兴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14 姚中正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15 刘家玮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17 陈涛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20 陈明霖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22 李艺楠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25 胡鹏尧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26 陈喆茗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27 张洛歆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28 曹洁慧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29 陆晓昀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30 高依贝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1 151004620131 陈晓明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03 吴思逸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04 顾佳莹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05 罗意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06 洪靖懿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08 俞智慧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09 叶子英尔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11 许静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12 张晶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13 奚文彬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16 杨文勰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17 王亚婷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18 夏雨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19 冀璇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0 李秋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1 普永康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3 文安元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4 张川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5 刘锦峰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6 杨依然 应届

第36页  共41页



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7 刘帆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8 刘克煜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29 胡怡帆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30 赵帅 应届
商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质管1512 151004620233 严慧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1 姜小贝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2 王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3 王馨慧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4 马曼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5 梁洁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6 钱李君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7 李彦琳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8 高云青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09 王梦茜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0 朱巅峰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1 卫佳芸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3 徐舟红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4 黄佳雯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5 范静静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6 金铃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7 姜楠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8 钱抒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19 顾旖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0 丁慧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1 唐若颖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2 陶为杰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3 胡春琳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4 颜红媚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5 李嘉玮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6 钱祯昊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7 王静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8 徐嘉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29 徐迪暑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0 查成杰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1 袁轩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2 蒋伟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3 王云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4 杨蔚濛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5 杨雨晴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6 姜玉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7 毛依倩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8 夏威夷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39 汪秦倩 应届
商学院 能源经济 能经1741 171104670140 刘红星 应届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国贸1422 143204520235 项浦 历届
商学院 计数 540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1 苏毓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2 余志豪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3 范何杰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5 龚迪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6 黄佳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7 邵含梦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8 龚磊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09 汪佳林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0 王沁欣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1 吴雨婷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2 王晓雪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3 李彦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4 王维政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5 徐春燕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6 俞炜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19 禹圣奡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1 徐靖晗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2 杨天益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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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3 张旭峰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4 樊燕燕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5 周琦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6 施婧怡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7 朱新慧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8 林琳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29 江浩凯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1 151009020130 王家伟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03 姚昕烨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04 邬玥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05 蒋晓菁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06 顾佳晶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07 徐斌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0 乐佳元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1 赵安娜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2 张志麟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3 周文静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5 李倩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7 於春燕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8 严晓菲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19 李霖南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20 周欢欢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22 盛昕仪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23 陈柳伊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24 陆正昕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25 唐洁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28 丛浩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29 冯增遥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产设1512 151009020230 王宣懿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1 王梦兰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2 张杰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3 蒋浩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4 丁冠诚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5 汪禹馨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6 陈杰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7 朱伊莹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8 许瑞珅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09 温明辉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0 宋明海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1 严奕琳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2 张怡雯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3 陈一格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4 胡颖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5 沈文静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6 金鹤群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7 倪俊晶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18 潘泓涛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0 刘宏国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1 李宵芳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2 袁志伟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3 姚志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4 孟果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5 赵帅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6 缪定博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7 李镇宇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8 刘琪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29 杨梓卓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0 达选存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1 谭祺才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2 张飞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3 范佳雯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4 高君玉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5 王滢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6 朱鹏凯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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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7 朱啸雷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工设1511 151009010138 许斌峰 应届
设计与艺术学院 计数 84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18 马玲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25 金卓明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412 141006040224 王元元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41004280137 高恒晟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01 章沁灵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02 杨泱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03 殷哲彧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04 袁楚怡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07 李玉蓉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08 梁东旭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0 冯彤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1 盛浩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2 凌可儿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3 陆元晴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4 胡敏强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5 夏梦如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6 汪燕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7 应允丽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19 翁玉梅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20 邓鸣远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21 彭艳玲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23 张玥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24 桂纬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51006040125 徐子蔚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1 171106040126 薛卫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1 王聆韵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2 沈莳晨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3 孔祥政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4 赵泽鑫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5 魏小咪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6 冯敏君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8 费川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09 何忙忙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1 马蔚沁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3 赵韵怡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4 刘歆怡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5 吕平吉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6 唐晨月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7 金明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8 孙毓晨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19 金嘉慧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22 潘雨萌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24 王思行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51006040225 孙钰莹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2 171106040226 杨轶康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1 顾雯丽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2 李瑞文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3 王圆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4 罗一凡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5 王宇飞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6 沙佳婷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7 黄思慧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8 奚馨愉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09 徐逸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10 叶慧玲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11 刘雨婷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12 沈思敏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13 钟彩燕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14 陈柔琪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15 王紫玥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21 申尚利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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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22 杨画敏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23 陈洋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24 耿月明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51006040325 杨苏文鑫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3 171106040326 闫巧智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01 谢晨佩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02 张舒怡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03 韩啸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06 聂文静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10 李妍婵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12 饶庆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13 李彦芳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18 刘杨慧玲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22 叶雯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51006040424 孙思媛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71106040426 程梅玉 应届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1514 171106040427 潘洁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41006070434 张天成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40419 申倩璐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01 王玉娟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03 杜一民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04 胡家伟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06 周玉雪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07 王胤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08 林玉珊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09 邓依婷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0 罗辉煌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1 李春慧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2 武静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3 赵晶晶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4 焦世超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5 宋锴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6 施留清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7 董久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8 王芙蓉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19 黄夏菁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20 查婉晴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23 李响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24 黄菊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25 祝张璐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28 彭晓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1 151006070129 郑家阳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1 阚莉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2 唐苑榕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4 王佳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5 汪莲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6 吴婉盈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7 张晨韵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8 王琼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09 蔡晓晴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0 金垒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2 胡清芳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3 徐倩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4 吕佳昕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5 郁子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6 吴思怡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7 冯燕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8 余姿萱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19 戴逸琦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0 王悦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1 卢昳婷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2 范晶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3 万纯懿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5 钟传敏 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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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名称 行政班 学号 姓名 应届/历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6 陈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7 唐圆琦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8 陈乐涛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2 151006070229 梁佳晶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40420 刘淑颖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1 李嘉洁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2 蔡君天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3 顾伊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4 王静辉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6 施嘉琦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7 杨启迪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8 顾媛媛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09 吴晓霖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0 陈怡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1 陈锦浩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2 潘琳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3 倪淼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4 王蔡安然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5 沈卿雯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6 王冬丽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7 崔静蕾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8 白丽荣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19 蔡馥澍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0 罗蓉菁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1 朱文佳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2 张迎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3 谢婧涵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4 张田园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5 王彦月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7 李梓琪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8 郭奥斐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3 151006070329 李佩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01 介茜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02 吴继宏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03 王艺璇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05 王娜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06 陈俊沂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08 吴婷婷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1 田婷婷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2 林丽颖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4 段磊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5 白鹭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6 郝好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7 柴幸子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8 刘晋含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19 毛雨娟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0 毕云剑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1 王阳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2 王雪明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3 吴钰莹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5 徐佳诚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6 张露丹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7 张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1514 151006070429 张晓兰 应届
外国语学院 计数 179
总计数 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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