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姓名 录取院系所名称

107320107320012 董琰琰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107320013 贾嘉璐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107320010 卢北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001680328 牛巧丽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107320011 冉宏娟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107320014 周燕 交通运输学院

105120210468914 成倬鋆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618 车应龙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621 马祯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598 魏佳音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605 俞胜三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705 褚兴雨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735 火昭翠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754 刘骅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030162068512 满世德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137 韩建隆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393 许蓉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334 黄安琪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099 李永鹏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396 刘学魁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142 马健行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097 张赓旺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922 朱高岩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631 苏旸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609 魏代磊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182 刘杰瑞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961 任吉平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021 张鹏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921 冯春来 机电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119 潘梁 机电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095 巨继文 机电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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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20107320008 刘惠萱 机电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892 牛清平 机电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572 郭继承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582 郭修宇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69 金相龙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107320005 廖弟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17 宋志翔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38 苏照旭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71 孙平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01 王莉珣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12 杨欢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2130030000083 杨凯文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28 张海喜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891 陈维民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35 陈小屹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14 旷江玉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45 刘恩东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19 王帅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07 温昕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867 张鑫奎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20 赵一莉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15 赵凯凯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107320006 王鹏飞 经济管理学院

107320001682959 刘益嘉 数理学院

107320001682976 刘玉霞 数理学院

102800210020829 周莉 数理学院

107320001682997 李文清 外国语学院

107320001683024 冯乐川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031 刘博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103190621126180 王瑜瑢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100080210007275 郑格格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104 赵宝军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07320001683073 杨姝凤 艺术设计学院

107320001683256 吴琼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107320003 刘英芳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00121002088 王连甲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474 李梦莹 马克思主义学院

100600124000924 李文波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7010620612174 巴得俊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7320001683560 曹胜鹏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105330620905743 党空雁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106130081600123 何山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107100621712264 洪卫丽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104240530009766 张金影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107320001683021 周安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2800210020964 李兴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7320107320002 李国胜 新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695 刘锡麟 新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455 陈泓伯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001680409 李倩倩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001680427 马凯臻 交通运输学院

100040110401592 张永治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001680442 赵丽娟 交通运输学院

107320001680627 马顺选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591 任少伟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626 田凯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2470152308424 魏旭奎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642 杨路丰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220 曹楷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245 杜文涛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253 郝岩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038 侯帅龙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692 贾治元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369 李旭辉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356 李一鸣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689 李义强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379 刘德安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462 孙佳佳 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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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20001681236 张文晓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264 李得健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980 杜文 机电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778 韩城 机电工程学院

107320001681993 钟登朝 机电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40 漆志斌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875 武旭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2900211309477 杨广泽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42 卢敏敏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41 吕微熹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729 祁正升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392 郑泽荣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0007 陈芸芸 数理学院

104210150150799 郑江怀 数理学院

107300121009774 梁斌 外国语学院

107320001680050 徐艺庭 外国语学院

103320210100274 柳祯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07320001680187 雒晓丽 艺术设计学院

107320001680202 陈雅雯 艺术设计学院

107320001680204 韩韦光 艺术设计学院

107320001680138 李鹏博 艺术设计学院

107320001680147 刘玥 艺术设计学院

107320001680144 祁金虎 艺术设计学院

107320001683116 贺园园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373 李小苗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0540000005259 沈笑天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079 时鹏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137 徐万金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151 杨永丰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366 张新辰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107320001682868 王宝利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7320001683362 王世林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0560016716319 郭啸 机电技术研究所

107320001683544 冯东东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107320001683576 张兰军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104590410870270 韩培培 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107300121008549 张慧梅 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107320107320009 方宗杰 新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855 丁毅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4159 胡晓芳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777 李博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3810 廖光琰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4073 席波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4316 张宝玲 土木工程学院

107320001684218 张永婷 土木工程学院

104640410270110 高远 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107320001684068 柴宗曦 经济管理学院

107320001684125 韩宜君 经济管理学院

107320001684197 刘娟 经济管理学院

107320001684164 张燕 经济管理学院

107320001683880 郑伯阳 经济管理学院

107320001683143 刘祯祥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