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等级 学号 姓名 学院

1 一等 2170120101 王毅恒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 一等 2170130101 李云龙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 一等 2170140110 蔡颖军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 一等 2170140102 王振涛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5 一等 2170210101 丁坤 电气工程学院

6 一等 2170210110 程聃 电气工程学院

7 一等 2170310103 杨海伟 纺织服装学院

8 一等 2170410104 李瑶瑶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9 一等 2170430104 周经红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0 一等 2170410103 孙雪莹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1 一等 2170420106 张敏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2 一等 2170410106 金星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 一等 2170420109 郭良昊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4 一等 2170510103 黄坤 管理工程学院

15 一等 2170520101 王飞 管理工程学院

16 一等 2170620105 付小杰 艺术学院

17 一等 2170620110 张晓 艺术学院

18 一等 2170610103 张高奇 艺术学院

19 一等 2170610104 张聪聪 艺术学院

20 一等 2170630103 王依佩 艺术学院

21 一等 2170630113 何瑞华 艺术学院

22 一等 2170630111 肖冉婷 艺术学院

23 一等 2170630127 黄晓洁 艺术学院

24 一等 2170630117 郑昊 艺术学院

25 一等 2170630128 黄梦冉 艺术学院

26 一等 2160710101 刘国庆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27 一等 2170810106 赵颖 数理学院

28 一等 2170810103 吕升日 数理学院

29 一等 2171220101 刘桃 人文学院

30 一等 2171110101 谷瑞雪 外国语学院

31 一等 2171310104 张雅如 体育学院

32 一等 2171010101 于耀庭 建工学院

33 一等 2171610103 张慧烽 马克思主义学院

34 一等 2171620106 葛清清 马克思主义学院

35 二等 2170110104 李静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6 二等 2170120103 张丽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7 二等 2170110103 许曙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8 二等 2170130103 陈宇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9 二等 2170120102 李雪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0 二等 2170110102 马睿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1 二等 2170140109 陈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2 二等 2170140101 王伟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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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二等 2170140108 张艳衡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4 二等 2170140105 李静静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5 二等 2170140103 叶海来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6 二等 2170210106 刘红林 电气工程学院

47 二等 2170210104 邢广鑫 电气工程学院

48 二等 2170210105 任伟 电气工程学院

49 二等 2170210102 王宁 电气工程学院

50 二等 2170210109 荣桂兰 电气工程学院

51 二等 2170310101 王邓峰 纺织服装学院

52 二等 2170310102 杜增锋 纺织服装学院

53 二等 2170310105 郑宏亮 纺织服装学院

54 二等 2170430103 张晨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5 二等 2170430101 李强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6 二等 2170420103 孙俊峰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7 二等 2170410105 张梦云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8 二等 2170410109 黄荣璐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59 二等 2170430102 张苗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0 二等 2170420108 洪康进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1 二等 2170420105 杨自名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2 二等 2170440101 马辉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3 二等 2170420102 甘玉飞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4 二等 2170460102 许永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5 二等 2170440103 闻志莹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6 二等 2170410101 王曼玲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7 二等 2170420101 丰国强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8 二等 2170410102 方佳佳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69 二等 2170460103 贾志飞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70 二等 2170510101 王浩琛 管理工程学院

71 二等 2170520103 王慧颖 管理工程学院

72 二等 2170520105 高敬宇 管理工程学院

73 二等 2170520104 刘大玉 管理工程学院

74 二等 2170620112 单巧娟 艺术学院

75 二等 2170620108 杨柳 艺术学院

76 二等 2170610105 林伟 艺术学院

77 二等 2170620114 蔡琪慧 艺术学院

78 二等 2170620106 宁磊 艺术学院

79 二等 2170620111 庞莹薇 艺术学院

80 二等 2170610101 邹瑾 艺术学院

81 二等 2170620109 吴采融 艺术学院

82 二等 2170620113 胡玥 艺术学院

83 二等 2170620103 王竹 艺术学院

84 二等 2170630108 刘永风 艺术学院

85 二等 2170630109 刘富营 艺术学院

86 二等 2170630105 王惠 艺术学院

87 二等 2170630110 李娜 艺术学院

88 二等 2170630125 桂佳佳 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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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二等 2170630115 张云华 艺术学院

90 二等 2170630121 查璇 艺术学院

91 二等 2170630118 孟明明 艺术学院

92 二等 2170630106 王路明 艺术学院

93 二等 2170630104 王海燕 艺术学院

94 二等 2170630130 韩坤 艺术学院

95 二等 2170630120 胡邵倩 艺术学院

96 二等 2170630122 姜尔佳 艺术学院

97 二等 2170630126 唐雅文 艺术学院

98 二等 2170630107 毕钰阳 艺术学院

99 二等 2170710101 叶安杰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100 二等 2170820103 吴津津 数理学院

101 二等 2170810105 张  静 数理学院

102 二等 2170810101 王昆仑 数理学院

103 二等 2170820102 朱庆强 数理学院

104 二等 2170820101 王洁 数理学院

105 二等 2171220102 张雨欣 人文学院

106 二等 2171210101 丁小翠 人文学院

107 二等 2171210102 马丽娟 人文学院

108 二等 2171110103 姚顺 外国语学院

109 二等 2171310101 王超 体育学院

110 二等 2171310105 陈明明 体育学院

111 二等 2171310106 南燕 体育学院

112 二等 2171010102 汤润超 建工学院

113 二等 2171620104 郝松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4 二等 2171620101 吴玲玉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5 二等 2171620105 高艳玲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6 二等 2171620102 余赟 马克思主义学院

117 三等 2170110105 张振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18 三等 2170110106 胡华奎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19 三等 2170130102 陈磊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20 三等 2170140106 张志华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21 三等 2170140104 朱俊健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22 三等 2170140107 张重宠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23 三等 2170210107 孙龙龙 电气工程学院

124 三等 2170210103 史春飞 电气工程学院

125 三等 2170210108 苏鑫 电气工程学院

126 三等 2170310106 胡金燕 纺织服装学院

127 三等 2170310104 汪东升 纺织服装学院

128 三等 2170420111 黄功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29 三等 2170460101 田文楠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0 三等 2170420107 陈明威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1 三等 2170410107 夏登周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2 三等 2170410112 魏飞宇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3 三等 2170410108 陶勇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4 三等 2170410110 曹益华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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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三等 2170410111 董旭辉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6 三等 2170420104 杜万根 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137 三等 2170510102 朱怡童 管理工程学院

138 三等 2170520102 王孝华 管理工程学院

139 三等 2170520106 涂蓓 管理工程学院

140 三等 2170620102 王生权 艺术学院

141 三等 2170610106 陶健群 艺术学院

142 三等 2170620104 王雅仪 艺术学院

143 三等 2170610102 汪静 艺术学院

144 三等 2170620107 李健 艺术学院

145 三等 2170620101 万方 艺术学院

146 三等 2170630112 吴一鸣 艺术学院

147 三等 2170630129 梁婷婷 艺术学院

148 三等 2170630123 姚玲 艺术学院

149 三等 2170630102 王国庆 艺术学院

150 三等 2170630114 张云飞 艺术学院

151 三等 2170630101 王少婧 艺术学院

152 三等 2170630124 晋纳 艺术学院

153 三等 2170630119 封丽琼 艺术学院

154 三等 2170630116 周轩宇 艺术学院

155 三等 2170110103 周胜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156 三等 2170810104 吴志勇 数理学院

157 三等 2170810107 黄全生 数理学院

158 三等 2170810108 崔永 数理学院

159 三等 2171220103 龚柳婷 人文学院

160 三等 2171210106 张梅 人文学院

161 三等 2171110102 张明 外国语学院

162 三等 2161310107 洪艳 体育学院

163 三等 2171310102 邓晨晖 体育学院

164 三等 2171010103 沈国栋 建工学院

165 三等 2171620103 顾素敏 马克思主义学院

166 三等 2171610101 延闪闪 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