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1 2210110102 张太盛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 2210110108 张文轩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 2210110122 沈新意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4 2210120102 黄伟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5 2210120127 张庆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6 2210120133 李屹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7 2210120138 赵兵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8 2210120148 陈清清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9 2210120153 任英虎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10 2210120172 臧豫徽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

11 2210310110 张彦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12 2210310111 丁峰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13 2210320106 高港 电气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14 2210330111 帅真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5 2210330125 汤祥宇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6 2210330142 潘孟星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7 2210330147 张开平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8 2210330153 王瑞仁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19 2210330158 蒋卓伟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20 2210330162 吴宸之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21 2210330181 黄志远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

22 2210610111 吴问睿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

23 2210610112 李思琪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

24 2210610121 王杰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

25 2210620135 鄢荣康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26 2210710101 古亚星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27 2210710102 周云杰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28 2210710103 施旭东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经济学

29 2210720108 宋婷婷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0 2210720109 刘志雯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1 2210720110 李嘉元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2 2210720112 计冠群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3 2210720115 贺先庆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4 2210720117 潘佳欣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5 2210720118 周雅莉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6 2210720125 杨兰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37 2210720130 孙利君 经济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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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210820114 章晓丹 艺术学院 设计学

39 2210820118 刘宇 艺术学院 设计学

40 2210820121 王志恒 艺术学院 设计学

41 2210830151 沈业昆 艺术学院 艺术

42 2210910102 汪邦荣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43 2210910104 陈燕菲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44 2210910108 汲广艳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45 2210920112 杨海波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46 2210920120 罗海南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47 2210920121 蔡兵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

48 2211010101 程文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49 2211010102 曹雪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0 2211010106 丁沈杰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1 2211010108 陈晓东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2 2211010109 徐玥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3 2211010110 谈倩倩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4 2211010112 龚雪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5 2211010114 李欣萍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6 2211010115 邢瑞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7 2211010116 韩雪伟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8 2211010117 夏克礼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59 2211010118 沈贝贝 数理与金融学院 金融专硕

60 2211020120 王龙 数理与金融学院 应用数学

61 2211020125 吴开强 数理与金融学院 应用数学

62 2211020131 汪梦琪 数理与金融学院 应用数学

63 2211020139 赵雅琪 数理与金融学院 应用数学

64 2211110102 张凤云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65 2211110106 张研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66 2211110107 孙飞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67 2211110110 武秀娟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68 2211110113 孔萍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69 2211120107 季梦吟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0 2211120108 章子涵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1 2211120110 鲁骏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2 2211120114 侯芳林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3 2211120116 卢洁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4 2211120119 卫润喆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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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2211120120 桑琇璇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6 2211120131 王润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7 2211120133 陶慧琴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8 2211120137 朱梦妮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79 2211120138 李娜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80 2211120139 刘飞跃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81 2211120146 陈煜 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

82 2211310125 李慧敏 体育学院 体育硕士

83 2211410105 朱龙飞 建筑工程学院 应用力学与工程结构

84 2210220119 蒋建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与化工

85 2210520116 程一晗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86 2210520118 黄俊宝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87 2211510112 潘经健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88 2211510113 王粵辉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89 2211510116 樊婷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