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安徽工程大学专升本招生考试拟录取名单

考生号 姓名 专业 备注

21343339950115 张金鹏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180 邵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305 孙贤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193 尹佳佳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058950333 王磊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244 毛焕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074 吴根成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524 赵雪松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8950062 蒋志行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222 张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470 陆浩浩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1061950248 付宾宾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2073950235 吴俊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40950133 夏文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058950241 邓鑫鑫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0869950807 张勇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120 胡云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8950063 杨振淮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2073950555 黄天意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1061951515 李雷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560 王祥林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2073950091 董旭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024 张梦洁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654 夏叶荣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405 邓衍芳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264 程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660 王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655 丁美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273 周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215 陈佳豪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002 肖康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711 熊昊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158 李浩南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196 吴浩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713 张佳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0869950797 梁康威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614 张瑞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676 甘徐亮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488 李浩南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1343339950423 陈玉坤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退役士兵

21342217950073 苏星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退役士兵

21343845950042 孙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40950486 盛王林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845950312 王雨洁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6950050 隗孟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0998 王志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0551 骆方正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4298950004 余代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0326 赵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852950024 龚向于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058950144 李永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1175 姚敏甜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073950208 刘思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058950320 曹苏丹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850950008 郭肖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0629 贺建军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816950217 陈斌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816950224 袁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129 乾学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045 齐志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0473 朱常来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0869951308 庞斌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6950014 秦京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073950406 谢效东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073950152 孙鹏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229 朱成辉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091 徐其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061950027 刘松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073950335 陈涛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845950240 高智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418 孙志磊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816950250 刘壮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816950300 李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816950319 康金保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1761 王爽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122 汪盈盈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419 张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6950083 唐文进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130 叶泽华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6950071 熊建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0869950565 王智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1041 李园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073950537 徐梦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157 岳冰艳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286 邹木子枫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0012 李明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402 伍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279 袁佳豪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403 吴奇龙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060950026 陈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852950004 葛永涛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300 徐伟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0807950052 雷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061951434 孙万青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073950255 崔龙瞻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298 钱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2334950427 李虎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192 王娇娇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3339950677 吴家彭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41308910146 邵庆望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1061911070 徐振强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3849910167 郭璟琦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2220910113 朱忠凯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3338910691 刘凌杰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2334910841 胡洪远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2810910148 龚来宝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4132910176 王楠楠 行政管理 退役士兵

21341061910198 郑健康 行政管理

21340869910598 屈塬塬 行政管理

21340869910935 占慧娟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879 胡文娟 行政管理

21340869910937 周雨云 行政管理

21343760910024 王祖倩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183 洪霞 行政管理

21343760910972 孙丽雯 行政管理

21340869910773 汪琳 行政管理

21342816910050 肖涵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069 刘峰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251 潘献超 行政管理

21340869910528 方倩 行政管理

21341061911244 邵雯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496 牛娟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627 徐玉千 行政管理

21340869911196 邢洁 行政管理

21343339910253 郑凯弦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511 纪小晓 行政管理

21342219910126 胡泽康 行政管理

21343065910330 梁冬辉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260 王新和 行政管理

21342334910365 朱玉婷 行政管理

21343845910112 陈成悦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937 孙静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863 王亚楠 行政管理

21342217910298 孙佳佳 行政管理

21342219910303 龙正艳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571 赵越 行政管理

21343339910306 项文进 行政管理

21342072911066 刘素芹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807 徐圣子 行政管理

21342816910236 俞晓艺 行政管理

21341968910402 钟凌凌 行政管理

21342217910072 桂洋阳 行政管理

21341061911028 杨林林 行政管理

21343065910242 万士涛 行政管理

21343845911239 朱平静 行政管理

21343058910078 王晨凤 行政管理

21341061911349 钮乐乐 行政管理

21343845910024 宋佳馨 行政管理

21343338910052 周常益 行政管理

21340869910227 孙晨雅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499 张燕 行政管理

21340869910192 张晶 行政管理

21340807910004 张文燕 行政管理

21342219910081 徐开新 行政管理

21343338910527 蔡万利 行政管理

21341061910728 丁晓韩 行政管理

21341061911018 刘晓露 行政管理

21342073910531 谭子睿 行政管理

21343340910737 吴康睿 行政管理

21344420950134 鲁尧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575 接恒 机械工程

21342073950031 范少君 机械工程

21340869950725 杨东秋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429 王函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623 何浩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699 洪捷通 机械工程

21342334950062 王永辉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108 袁磊磊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940 程旭明 机械工程

21342814950047 周金琛 机械工程

21340869950555 刘磊 机械工程

21340959950017 吕斌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424 陆顺意 机械工程

21340869950885 王瑞 机械工程

21341308950067 孟田伟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924 刘华青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118 张恒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766 时雨庆 机械工程

21342073950011 刘鑫 机械工程

21343845950793 赵康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517 余明月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119 董师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207 齐承鹏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600 郭绪梅 机械工程

21340869950820 魏方田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007 刘艺伟 机械工程

21342073950441 韦龙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570 刘邦国 机械工程

21343339950539 朱应辉 机械工程

21343339950605 王俊 机械工程

21340869951528 周龙飞 机械工程

21340869950418 汤财齐 机械工程

21342334950008 杨尚琦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268 郭家胜 机械工程

21340959950024 陈天启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265 任俊龙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293 周浩鹏 机械工程

21344420950133 计春辰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212 汪海洋 机械工程

21342073950005 党晖 机械工程

21340869951175 张猛 机械工程

21342334950007 郝俊杰 机械工程

21343339950357 张阿龙 机械工程

21340869951281 赵标 机械工程

21343339950707 汪露飞 机械工程

21344058950064 张雨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880 申艳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770 张子易 机械工程

21343339950178 聂强龙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559 李国庆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523 陈澳辉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414 邵硕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008 方淄檀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605 李梦宇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668 蔡玉洁 机械工程

21342073950391 安军 机械工程

21342073950438 侯永亮 机械工程

21343058950018 张智 机械工程

21341061951171 许鸿宇 机械工程

21341061950390 郝文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退役士兵

21343339950267 乔璿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退役士兵

21344135950013 吴狄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退役士兵

21341061950295 李鹏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退役士兵

21343339950046 宋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退役士兵

21341061950505 潘小月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705 朱巨风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40950383 朱程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9950069 陶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40950258 任晓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1806 杨天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324 方梦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111 刘雪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9950339 胡文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003 彭宗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018 邵峻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201 吴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0869950087 丁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845950606 纪雯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072950083 黄鑫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073950608 曹宇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0869951376 沈文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073951205 李宗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961950046 孟凡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9950019 朱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242 孔维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093 刘伟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790 胡思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377 葛义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40950017 李宇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0869950512 余继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8950029 范双朝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904 周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9950496 宫辰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072950119 周露露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9950109 吴凯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041 孟令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1403 丁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846950023 汪怀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072950077 段明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226 李永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445 范泽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308950135 李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994 李培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0165 童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40950241 程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0959950051 李哲涵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0869950871 吴宇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811950004 任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073951016 陆重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845950472 娄梦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219950060 苏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961950190 周思思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963950078 赵春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2219950054 李友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1061951530 赵鹏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065950009 李乙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845950016 汪康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846950025 石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9950057 王庆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343339950098 王一豪 轻化工程 退役士兵

21343339950327 常中旭 轻化工程 退役士兵

21341061950684 宋雅静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487 吴佳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915 陈杰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848 王金星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535 郑伟杰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954 刘勇 轻化工程

21341061951033 张乐乐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381 王凯 轻化工程

21341061951227 苏成松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22 白新宇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28 张建建 轻化工程

21341061951358 张俊宝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943 杨思佳 轻化工程

21343845950008 相顺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175 宗世恒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73 陈超超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001 罗建媛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177 陈苹 轻化工程

21341061951164 李越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06 方蓉 轻化工程

21341061951642 张运 轻化工程

21341061951495 翟临风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50 徐磊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58 徐家勇 轻化工程

21342073950043 李俊强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383 纪子旭 轻化工程

21343339950502 胡亚军 轻化工程

21342073950637 刘佳佳 轻化工程

21340869951187 贾振宇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245 陈一龙 轻化工程

21342072950075 齐道俊 轻化工程

21342073950621 胡小龙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350 李梦森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476 夏凯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475 蒋国顺 轻化工程

21342073950023 张丹 轻化工程

21343339950375 蒋天昂 轻化工程

21342334950285 闫海港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640 仰俊杰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679 王冠军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648 张启龙 轻化工程

21342073950957 李前威 轻化工程

21343058950248 姚静茹 轻化工程

21341968950088 吴迪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17 尚斌斌 轻化工程

21340869951271 高宏立 轻化工程

21340869951389 鲍苏苏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262 李浩 轻化工程

21342334950192 王玥 轻化工程

21342073950668 陆昊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956 韩琪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246 袁丰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500 王佳欢 轻化工程

21341061950353 程朱彬 轻化工程

21342334950343 尹露 轻化工程

21342073950418 许雯晴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498 方翔 轻化工程

21340869950836 孟夕芸 轻化工程

21341061910696 王超超 社会工作 退役士兵

21343845910380 李永志 社会工作 退役士兵

21341061910936 吴梦菁 社会工作 退役士兵

21342219910015 李常乐 社会工作 退役士兵

21344192910007 刘欢 社会工作 退役士兵

21341061910715 韦晨 社会工作 退役士兵

21343845910561 周慧 社会工作

21343845910393 陈静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082 张咏 社会工作

21343760910782 胡梦丽 社会工作

21343058910142 张昊宇 社会工作

21343760910442 蒋洁莹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476 卢云鹏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591 周万婷 社会工作

21343060910260 王玲艳 社会工作

21342334910011 徐涵 社会工作

21343845910063 范馨悦 社会工作

21341061911193 田红雨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002 曹伟业 社会工作

21342072910208 陈巧巧 社会工作

21342072910151 詹芳芳 社会工作

21343058910344 徐硕 社会工作

21342072910748 徐雯雯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004 邢东徽 社会工作

21342073910003 庞辉根 社会工作

21341961910219 陈玥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295 周雨墨 社会工作

21341308910045 任胜楠 社会工作

21342072910437 王爱玲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379 孟玉枝 社会工作

21340807910003 朱功龙 社会工作

21341963910459 孟欣 社会工作

21340869910536 伍俐 社会工作

21342072910608 陈雅洁 社会工作

21344297910018 季晓雨 社会工作

21343340910034 刘俊男 社会工作

21340869910494 秦志亮 社会工作

21341061911415 吴明杨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036 吴琪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576 张玥玥 社会工作

21341061911245 娄洁 社会工作

21341961910074 奚艳芬 社会工作

21342073910333 唐燕兰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134 胡洁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492 高志鹏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603 殷芹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091 凌萌 社会工作

21342072910742 史利吉 社会工作

21342072910765 赵海燕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898 王龙 社会工作

21341961910014 李霁月 社会工作

21343848910021 陈晨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093 薛文龙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635 牛辉 社会工作

21342217910058 胡若楠 社会工作

21343058910587 张丙倩 社会工作

21343058910316 祁敬畏 社会工作

21342219910032 徐徵怡 社会工作

21343760910010 钱芳 社会工作

21341061910358 凤雪晴 社会工作

21341061950805 张宁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812 相可可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435 曹玲利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261 张梦雅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937 陈燕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797 付云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243 张业成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339 刘兴雅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961950371 胡文轩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775 胡丽华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3760950085 高碧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774 黄菊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938 沐棠棠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274 孙智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806 吴慧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419 周子健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331 蒋伟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473 张书嘉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715 陈梦君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636 梅鑫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792 李曼婷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3760950047 卢香如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650 齐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0869950111 郑蓉晴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696 邱永婷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798 李敏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735 凌家豪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4418950018 任桐桐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157 吴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176 阮子玥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335 谭浩东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420 胡舒雅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872 杜庆萍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2816950210 许中胜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968950552 曹开发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316 高文浩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0869950395 秦星晨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228 胡冰金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0869950196 卢凤娇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3760950015 高福格格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634 张秋梅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502 杨贝贝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3760950044 邓枝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594 张莹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0869951005 董子夜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4418950049 叶玉蕾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0455 韩全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405 江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1061951332 朱传宇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0869951526 潘文涛 食品科学与工程

21344418910055 鲁子隐 市场营销 退役士兵

21343849910022 孙浩楠 市场营销 退役士兵

21344132910132 王震 市场营销 退役士兵

21343344910104 刘照前 市场营销 退役士兵

21343065910177 李茹玉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045 王小玉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232 曹舒婷 市场营销

21343845911447 李楠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338 段洪霞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852 朱婷婷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583 邵婧楠 市场营销

21342073910060 豆超贤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605 吴明慧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359 张冰冰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903 解心茹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098 程涛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637 王星辰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046 陈蒙蒙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073 李文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430 张紫浔 市场营销

21343845911449 张梦梦 市场营销

21342072910584 黄怡佳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213 魏光璐 市场营销

21343849910606 李子微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270 曾强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445 王雅婷 市场营销

21343340910097 魏飞虎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232 陈民霞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494 侯敏 市场营销

21343340910581 范晨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905 黄勇 市场营销

21343845911550 王佳惠 市场营销

21342334910368 幸圣豪 市场营销

21343846910145 屈君盛 市场营销

21342073910431 郑雯雯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029 张庆庆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490 娄玉 市场营销

21343846910286 伍文静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618 郝先进 市场营销

21343845911084 张万雪 市场营销

21343065910567 刘宇旋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870 刘慧 市场营销

21342072911390 张惠惠 市场营销

21343340910662 施雨琪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035 王梦 市场营销

21343845910421 刘庆雨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537 解营 市场营销

21340807910204 朱慧倩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417 谢婉贞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237 盛婷 市场营销

21344058910390 何文华 市场营销

21344230910111 周晶晶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582 潘时玮 市场营销

21343845910408 徐运发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274 贾银雪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940 王小龙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112 王铸 市场营销

21344418910020 王婉婉 市场营销

21343340910150 张梦奇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677 田雅静 市场营销

21343846910376 华娟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505 尹雪莲 市场营销

21343065910082 肖子豪 市场营销

21340869910622 刘曼玉 市场营销

21342073910457 徐成诺 市场营销

21344378910015 潘丹丹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062 孟纯 市场营销

21343851910151 朱军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318 吕满菊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159 张世猛 市场营销

21344191910075 王娜 市场营销

21343846910166 王雅婷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197 谢龙 市场营销

21343760910510 全泽霞 市场营销

21343064910109 白雪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902 何军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608 胡平 市场营销

21341061911220 周蕾 市场营销

21341061910506 丁言威 市场营销

21343845911180 王玉 市场营销

21343850910074 刘玉涛 数字媒体艺术 退役士兵

21341061910156 苗森 数字媒体艺术 退役士兵

21343339910238 曹宏飞 数字媒体艺术 退役士兵

21343339910195 李毅文 数字媒体艺术 退役士兵

21343344910126 谢圣鑫 数字媒体艺术 退役士兵

21343339910216 谢萃萃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340910958 吴昊昱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3910100 岳乐靖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216910204 陈盖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850910177 崔鑫 数字媒体艺术

21341963910423 方翠玉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334910064 柳安琪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2911253 朱苏怡 数字媒体艺术

21341061910421 朱瑶环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3910761 王慧 数字媒体艺术

21341061910687 夏雅菁 数字媒体艺术

21341061910621 乔博华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810910072 刘大枝 数字媒体艺术

21344192910229 袁晴晴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849910196 姚云飞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065910419 章晨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2911113 刘小云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338910199 方方程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849910091 朱旭华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3910268 张亚宁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845910420 曾馨越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346910263 孙贝贝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340910970 达海伦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3910378 余梦婷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2910897 殷浩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340910088 唐成成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3910716 雷晶晶 数字媒体艺术

21341061910849 阮光淳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058910074 赵艳红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338910499 吴孟齐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2910707 秦阿慧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2911177 王琪 数字媒体艺术

21343058910076 胡紫腾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072910214 潘雨露 数字媒体艺术

21340869911041 严利莹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216910111 许文鑫 数字媒体艺术

21342816950005 凌先超 土木工程 退役士兵

21342073951243 黄昇建 土木工程 退役士兵

21343059950164 刘畅 土木工程 退役士兵

21340869951459 曹伟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486 张治云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715 赵瑞坤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358 杨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875 尹程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399 董子祥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889 曹军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858 王玉雪 土木工程

21343340950070 吴梦芸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137 李楠楠 土木工程

21341061951214 胡云磊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859 李海燕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903 苗涛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532 谷金豆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557 朱胜男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299 孙克龙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250 吴纪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279 金永吉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347 白晓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484 李伟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761 吴宗琦 土木工程

21343064950033 吴浩 土木工程



21343058950217 董兆旭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563 方圆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818 陈卫国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420 高维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280 杨超 土木工程

21342073951074 张保平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267 杨陈龙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566 丁明磊 土木工程

21342073951174 吴佳宸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829 孙杨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382 尹鹏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318 马晓飞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726 卢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1090 朱智发 土木工程

21343340950029 黄飞 土木工程

21343058950166 张家尧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146 刘立扬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155 刘新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084 耿硕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036 杨钊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948 程龙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208 张汪竹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348 陈江武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657 杜加钰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883 陈志强 土木工程

21341061951461 王强 土木工程

21343058950442 余星 土木工程

21344132950010 郜鹏程 土木工程

21343058950308 陈露露 土木工程

21341308950050 丁佳豪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099 夏文其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379 何俊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543 苗方辉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533 蒋成业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059 陈英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542 史星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1082 梅中发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206 郭忠亮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450 王佳辉 土木工程

21343338950043 温傲强 土木工程

21342813950074 朱永浩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205 付俞杰 土木工程

21341061950622 代梦祥 土木工程

21341061951027 陈杰 土木工程

21343058950231 张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1059 梅长海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116 骆娟娟 土木工程

21343059950026 程志伟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201 蒋胜平 土木工程

21340959950055 石兆龙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639 李晨阳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254 李先雷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689 刘峙 土木工程

21341061951472 徐小龙 土木工程

21344192950110 陶菁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664 宋悦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746 荣坤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192 刘亚辉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129 周杰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012 高嘉鑫 土木工程

21342810950006 黄晓慧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397 刘泽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191 魏涛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829 张宜帆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045 王雅朵 土木工程

21343058950358 何鹏程 土木工程

21342816950282 王周全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248 李超林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196 杨莲康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296 石晓东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773 王蔚宇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494 邓玉杰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939 王明 土木工程

21342073950679 陆文杰 土木工程

21340869950143 黄一凡 土木工程

21343341950025 程胜 质量管理工程 退役士兵

21342219950023 朱瑞雪 质量管理工程 退役士兵

21344273950006 王猛 质量管理工程 退役士兵

21340869950738 朱庆华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004 谢泽元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430 李琪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073 卓惠芳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364 王梦瑶 质量管理工程

21340869951148 晏梦雅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335 许婷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394 陈雪婷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837 王梦珂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704 刘威 质量管理工程

21340869950723 葛瑞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1224 赵雅婷 质量管理工程

21340869950510 张萌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199 解凯东 质量管理工程



21340869950147 宋平平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1025 孟月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768 王可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816950425 王帅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564 唐佳乐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816950130 刘杰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340950231 从振豪 质量管理工程

21340869950080 叶茂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845950693 王治伟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845950386 吴晓宇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058950300 武梅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4950035 马孟杰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134 谢梦柔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2950418 杨润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292 程芳 质量管理工程

21340869950272 罗通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212 蔡正昊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065950013 杨磊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2950194 程明香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2950193 王新然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845950437 徐子燕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371 唐伟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620 王浩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058950352 杨琴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219950013 康佳利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065950015 张宏影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339950042 陶婷婷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174 尚杨杨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204 夏梦秋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714 王芳倩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253 李世辰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340950513 张田田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2950319 刘肖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0038 尤牛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1772 赵先超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2950094 邵壮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217950110 王文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340950035 陶启航 质量管理工程

21342073950131 周亚辉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961950069 李婉晴 质量管理工程

21343845950583 周冰娟 质量管理工程

21340869950218 王威龙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1238 王迎接 质量管理工程

21341061951863 谢方颖 自动化 退役士兵

21341061950409 纪杰 自动化

21341061951031 袁军 自动化



21341061951421 孔文倩 自动化

21341061950492 吴中原 自动化

21341061951818 冯尧 自动化

21341061950520 王金涛 自动化

21341061951816 刘洋 自动化

21341061951468 奚睿 自动化

21341061951077 李家恒 自动化

21341061951084 左澳归 自动化

21341061951645 曹杰 自动化

21341061950895 杨喜龙 自动化

21341061950217 姜嘉庆 自动化

21341061950303 张海军 自动化

21341061951017 杨国富 自动化

21341061951019 张宁 自动化

21343340950348 谭振宇 自动化

21342816950268 周泉旭 自动化

21341061951049 张轶辰 自动化

21343058950269 庞士强 自动化

21341061950405 李明 自动化

21341061950133 余泓洁 自动化

21341061951364 鲍连周 自动化

21340869951127 夏有晟 自动化

21341061951814 周传亮 自动化

21342073950038 冯炜成 自动化

21341061950332 李志豪 自动化

21341061951117 胡伟豪 自动化

21341061950999 邰昌业 自动化

21341061950057 焦阳 自动化

21341061951054 花晨媛 自动化

21341061950131 许文平 自动化

21344420950118 凌志勇 自动化

21341061951211 郭慧慧 自动化

21341061951813 余汇丰 自动化

21341061950912 苏守业 自动化

21341061951644 郭雨龙 自动化

21342073950767 李文 自动化

21341061950980 徐浩强 自动化

21342816950168 陈思弈 自动化

21343336950057 周言朋 自动化

21341061950742 梁家宝 自动化

21342073951135 夏倩 自动化

21343340950450 胡锦韬 自动化

21341061950597 陈状状 自动化

21341061950045 姚雨豪 自动化

21341061950406 梁保延 自动化

21341061950906 方宁 自动化



21340869950849 赵倩倩 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