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录取专业 新班级 性别 原班级 专业 备注

201905010117 李泽浩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18 梁希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5 王朝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9 张广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8 袁家琪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219 鲁炳超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1 漆文浩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0 付靖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3 郝昱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5 王喆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2 郝廉超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7 徐得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8 刘雨泽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1 韩子扬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3 王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08 陈载勝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805010228 张帅 降级前已分流 成型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降级前分流至成型

201905010303 白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6 杨化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2 吴正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805010311 郭浩燃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9 张宏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31 张楠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410 郭诏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7 陈众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0 饶威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1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12 惠牧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31 周文科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9 郭轩泽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15 李越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2 王斌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805010425 王胜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1 孙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18 乔石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3 白恒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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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10417 刘渊哲 降级前已分流 成型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降级前分流至成型

201905010512 金一淳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1 全佳凯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7 张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04 曹金月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6 张舜嘉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4 王业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611 李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5 王玉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03 崔欣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17 栾兆鹏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12 李振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13 梁文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04 代磊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722 王鹏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5 罗晓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4 刘秦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2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1028 熊逸飞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5 刘宏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8 吕昇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06 方正浩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4 李嘉成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1 李国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805010229 张新宇 降级前已分流 成型193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降级前分流至成型

201905010727 伍淑明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9 孙佳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26 文千禧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24 王庭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30 杨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803 陈博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7 茹景泽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30 郑佳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5 任培森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1 王雨森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915 刘江泊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9 赵堃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30 赵天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06 党立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2 王有为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8 张子龙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7 薛智辉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5 项晨昆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03 常博翔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1003 白磊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2 孙彦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30 钟永旭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9 杨一舟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127 杨雨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6 杨一航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9 张昭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5 范昊燃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3 陈宏亮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5 杨斌超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0 梁畅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8 张家恒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8 王浩哲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3 刘祥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7 李嘉凯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219 刘泽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1 王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3 王李硕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7 刘喜洋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3 李天拓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2 李俊乐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8 张明敏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2 王杰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8 刘星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805011201 曹楠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194 女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20116 高明祥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22 李泽涛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24 刘兴旺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25 落泽春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7 张金龙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9 马腾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0 钱俊杰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1 邱锦鹏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5 张晨博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9 赵嘉伟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2 王特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6 李博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8 路恒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4 薛超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3 王禧龙 工业工程 工业191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0 杨佳媛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2 张霞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1 杨雪芹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4 黄子洪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5 李婷婷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0 孙妍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6 刘妮妮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2 邓心洁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3 于雁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1 蔡琳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2 王婷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8 蒲秀红 工业工程 工业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28 张兆伦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7 李康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15 金宇卓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6 雷亮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4 王航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5 吴昱杉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8 纪少乾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9 孟鑫垚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4 王维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0 史福贵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5 陈天浩 工业工程 工业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3 胡小利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3 杜欣月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9 李雨桐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0 刘思媛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6 高雪莉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2 董冰莹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2 习阿曼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7 李秀雪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3 郑琰芝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2 张诗雨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6 刘博乐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1 姚淑敏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7 马诗义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8 汪燕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3 康怡茹 工业工程 工业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60107 安龙伟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4 李浩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08 卜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2 董睿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4 尹松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8 张浩淼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7 宋冀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6 翟宇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7 张昊昊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1 魏子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30 郑文康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3 韩配功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5 刘聪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0 陈子豪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30 朱月琪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6 李煜飞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4 李昊泽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9 郑垚泽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8 罗川旭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9 马志超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7 刘大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0 任浩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31 朱智旭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5 杨郭子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3 仁应婕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女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2 韩雅萱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1 女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30 甄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9 秦鹏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9 赵逸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31 政峥杨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8 千嘉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6 罗凯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7 孟永康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6 吴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1 黄政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5 王泽群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8 张育嘉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3 刘冲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5 李佳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6 张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0 贺越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2 石伟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8 豆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1 侯嘉龙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4 唐浩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1 田野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3 王祎林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08 陈泉平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7 杨浪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09 陈祥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4 魏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03 马金梅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女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06 郑英华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2 女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07 陈家乐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0 孙振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6 刘韶辉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5 吴轩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8 姚雨辰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2 龚纯威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5 李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30 赵天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7 罗雄志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3 海虎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31 赵一凡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1 范云鹏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22 汪雅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0 程彦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4 贾晨阳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9 唐宇乐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5 钱哲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6 邵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2 熊代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0 李梦卓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9 黄庆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5 杨智凯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6 余泷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3 张静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女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5 赵党花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女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6 周怡欣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3 女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1 李品龙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0 王晨阳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7 石丙戌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1 王坚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2 梁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3 薛招辉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30 赵怀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31 朱首朋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9 赵晨豪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0 常帅帅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8 白一卓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9 李开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2 刘一嘉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9 曹泽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6 韩百战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1 陈俊哲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0 李勇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7 霍晨光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8 李建龙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9 张涛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1 刘强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8 张吉山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3 王宝马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2 陈龙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7 周佳圆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女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2 陈会林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过控194 女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10114 李江伟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6 段发鑫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5 丁伟恩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13 李国旺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0 刘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11 雷城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4 陈豪杰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19 刘浩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9 高一博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1 卢腾飞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7 樊龙涛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6 王武斌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216 梁思远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4 雷骁龙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09 狄刘鹏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30 杨洋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315 李可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06 曹清未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1 侯轩哲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8 唐和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3 向守安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8 曾逸兴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4 许镒鹏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4 李科泰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7 应一凡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6 吕阳洋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01 王若清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女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02 张文婷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1 女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430 钟善晨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14 李培源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7 邢鑫源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509 黄文斌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11 焦从健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07 侯京超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30 周志骞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06 郭航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15 李鸿伯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17 刘玉玺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3 唐瑞宏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10 霍旭辉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5 袁泽东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13 雷旭泽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05 陈学宏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08 黄海锋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18 马智鹏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0 屈阳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2 孙权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8 张旭鹏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16 李纪铮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615 刘星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14 刘向阳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10 李柯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9 张浩然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16 刘绪坤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6 闫嫡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30 赵科研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19 南佳伟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502 田雨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女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01 李欣雨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2 女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705 常昊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25 王阳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04 曹迪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7 秦博轩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03 安星宇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21 汪俊鹏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23 王腾飞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08 范江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6 马雪龙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07 代增武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3 刘浩宇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1 刘超超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809 李耶童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3 刘晓锐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8 张一凡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0 王琦翔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31 郑宇杰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3 杨晓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4 喻子健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9 张致远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1 刘柄华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0 李子卓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921 王嘉豪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04 陈隽囝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07 第五黎明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3 魏少伟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701 韩咏颐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女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801 杨岚珺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女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02 张庆庆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3 女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1024 王辉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04 陈辉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07 付佳龙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9 吕甜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6 王兴磊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0 马社毅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120 王腾江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4 陈荣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31 朱禹清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9 王双润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2 刘显涛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6 靳轲童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2 徐可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30 周旭东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203 白子昂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05 陈斌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06 陈大伟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07 陈铭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31 张子强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04 蔡子豪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30 张文浩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7 张欢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0 米鑫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0919 唐佳杰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05 达旭涛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0 万富杰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09 高乔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1201 黄杉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女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0901 罗舒译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194 女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112 李方鑫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8 付一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16 李元腾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10 胡宇翔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7 谢明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32 朱瑾瑜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30 张翰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4 孙嘉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15 李杨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22 毛志东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204 边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5 梁佳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9 闫子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07 陈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31 赵俊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05 陈恺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0 穆毅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6 吴周其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32 周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06 陈溢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4 王雨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17 刘航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8 闫鑫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22 邵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317 宋少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5 杨富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04 白一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0 郭炯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0 王浩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2 胡银堂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08 费佑超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21 王荣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9 王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101 冯梦羽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女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3 徐晴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女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102 郭季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女 机械191 机械类

201905010702 唐江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女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902 张雨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1 女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309 高铭言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05 白韵鈜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30 张嘉鑫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13 黄诗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307 陈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3 机械类

201905010429 姚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4 曹少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5 陈佳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11 韩世贸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8 闫帅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5 吴俊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8 董少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3 王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6 陈忠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6 夏德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24 王路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17 马奕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19 邱文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514 李宝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31 左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03 白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529 周玉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201905010609 李健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1 彭建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08 焦宇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3 王兵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4 王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31 郑海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0 庞少兵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7 姚嘉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8 余兰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05 郭江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22 蒲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07 胡志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06 韩铭哲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男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202 杨冰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女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03 赵文卓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女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201 秦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2 女 机械192 机械类

201905010729 杨文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8 屈丛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06 陈雄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31 张天础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0 贾航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28 杨珂鑫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09 黄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712 刘国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7 机械类

201905010806 郭鑫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08 蒋晋鹏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9 王剑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05 方向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4 牛英雄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04 范启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07 姜佐泽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6 任艺铭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7 张煊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6 张梦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8 石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12 刘敬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825 张蹇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201905010917 石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13 李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12 李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08 丁亚威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16 沈泽鑫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14 刘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31 朱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10 郭玺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11 郭张庆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18 孙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6 肖泽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924 夏叶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男 机械199 机械类

201905010401 邓淑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女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402 王萌璠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女 机械194 机械类

201905010602 李恒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女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0601 董曌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3 女 机械196 机械类

201905011031 朱林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6 刘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2 李佳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7 刘坤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0 李东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3 田泽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5 王鹏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7 肖世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08 郭腾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09 康可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13 李佳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21 孟鑫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114 刘正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1 刘亮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5 逯振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3 徐劭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1 王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6 申屠铖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8 李阳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9 李宇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24 许培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17 唐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229 张庆帅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6 尹子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0 何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4 薛帅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1 李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5 李子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6 林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25 杨浩茗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14 李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209 方舟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11002 谭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女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001 刘妍妍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女 机械1910 机械类

201905011101 陈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女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102 马瑶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女 机械1911 机械类

201905011202 冉亚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194 女 机械1912 机械类

201905060120 王福贵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31 郅超翔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8 滕帅平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2 肖一航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1 陈子俊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5 袁子淳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9 张浩鹏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23 薛毅飞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6 刘明辉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19 王德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0 胡昌武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8 党夏威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9 贺世禧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7 夏润东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2 李志康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3 孙川江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0 芮克强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4 唐嘉浩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21 苏迪晨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5 陆俊龙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14 刘大维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男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02 郭莹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01 白锦佳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03 李格格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05 王宇静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106 杨钰婧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6 雍甜甜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1 陈颖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4 王菁怡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3 龚燕妮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1 白佳雪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4 陆祯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06 杨君兰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1 女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2 胡永龙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9 郭彤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1 盛千禧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7 张国成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3 时文兴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13 兰健琪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7 蔡成龙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28 赵跃捷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9 孙浩凱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18 史厚伟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8 高胜寒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8 苏文旭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7 冯辉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7 袁凯强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14 吕沛东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8 张炉明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24 杨佳维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7 杨俊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4 杜英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5 付欢伟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13 成子健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5 武宇哲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24 伍涛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30 赵家凯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631 朱耀耀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4 强晓燕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5 薛钰遐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2 李芝倩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1 柴雯玮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203 刘星晨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2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6 张文倩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305 王奕楠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3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01 陈润桃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405 杨文静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1 孙欣欣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2 闫慧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60504 张思宇 能源与动力工程 能动192 女 能动195 能源动力类



201905020120 李佳乐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23 刘浩瀚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21 李宇航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9 雷泽磐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5 陈伟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26 乔骞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29 杨成奥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8 来伟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4 陈鹏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6 张瑞森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5 兰旭东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4 郭龙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2 施伟豪 物流工程 物流191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9 薛永梅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6 盛鸿玲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7 唐倩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8 王娟娟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2 刘昱星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5 任凯歌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1 刘晓文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04 莫重运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113 邹钦钰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705020203 冯雅茹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参军入伍退伍

201905020211 王嘉怡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209 尚万洁 物流工程 物流191 女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7 李买付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1 南基哲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7 张润泽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8 李兴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0 罗川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23 汤雁斌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9 龙轲竣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1 史天辰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6 薛晨勐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8 周亮亮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7 杨昌吉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3 王杰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7 姬晟祥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25 辛嘉庆 物流工程 物流192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5 高婷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13 薛玉婷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1 陈秋艳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8 李叶婷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304 方欣茹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9 吴小花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4 李思睿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5 梁雨梦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2 甘雨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01 杜文慧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20410 杨艺凡 物流工程 物流192 女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201905011005 陈哲哲 男 机械1910 机械类 征兵

201905011208 陈鹏 男 机械1912 机械类 征兵

201905010416 刘德旺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征兵

201905010413 李傲 男 机械194 机械类 征兵

201805010522 王晨 男 机械195 机械类 降级前分流至成型，征兵

201905010822 杨少辉 男 机械198 机械类 征兵

201905060426 杨国朋 男 能动194 能源动力类 参军入伍

201905060626 徐贵林 男 能动196 能源动力类 退学

201905020117 韩海斌 男 物流191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征兵

201905020226 张嘉 男 物流192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征兵

201905020328 张卓 男 物流193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休学

201905020422 王泊超 男 物流194 物流管理与工程类 休学

201905060104 王一凌 女 能动191 能源动力类 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