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1 2017151409 李丹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 2017146127 张志勇 环境科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3 2017114123 吴旭松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车辆工程

4 2017151225 杨舒森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车辆工程

5 2017025105 金宁 工业工程 自动化

6 2017155125 张佳欣 功能材料 自动化

7 2017016224 吴彤 市场营销 自动化

8 2017151509 潘鹏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

9 2017114119 王德一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自动化

10 2017151624 田文正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

11 2017025203 陈艺文 工业工程 自动化

12 2017022315 施蕾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13 2017151412 李永健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14 2017114126 张信航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工程管理

15 2016250215 刘傲 环境工程 工程管理

16 2017155105 李鸿杰 功能材料 工程管理

17 2017034229 姚师鸿 应用化学 土木工程

18 2017025127 杨兴宽 工业工程 土木工程

19 2017037118 凃睿 食品质量与安全 土木工程

20 2017124214 朴贤美 国际经济与贸易 土木工程

21 2017151406 冯智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22 2017171215 帅宗能 城乡规划 土木工程

23 2017151127 杨鹏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24 2017148223 杨贤 生物技术 土木工程

25 2017035218 田清云 食品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26 2017034128 赵洋 应用化学 土木工程

27 2017151629 朱锐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28 2017026104 迪力尼格尔·居热提 车辆工程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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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29 2017155205 付春美 功能材料 工业设计

30 2017151611 高志宇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31 2017024108 韩佳琦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业设计

32 2016250213 李官宁 电子信息工程 工业设计

33 2017151513 石津宁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34 2017151419 全艺魁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35 2017151216 谭君典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36 2016250303 白雨鑫 会计学 工业设计

37 2016022406 郎天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业设计

38 2017022421 石天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业设计

39 2016250921 荣一潼 建筑学 工业设计

40 2017035128 张娜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41 2017035115 时典 食品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42 2017136513 李裕京 通信工程 工业设计

43 2017111221 王晶晶 土木工程 工业设计

44 2017111117 吕殷捷 土木工程 工业设计

45 2017111416 莫贵钧 土木工程 工业设计

46 2017052102 杜京涛 信息与计算科学 工业设计

47 2016250431 张瑾萱 自动化 工业设计

48 2017131212 刘婷 电子信息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49 2017016121 谢静怡 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 2017052209 贾士臻 信息与计算科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51 2017037125 杨璐 食品质量与安全 国际商务

52 2017155201 鲍春磊 功能材料 会计学

53 2017146123 闫旭 环境科学 会计学

54 2017039121 杨秋月 制药工程 会计学

55 2017171211 李宁洒 城乡规划 会计学

56 2017111127 向天行 土木工程 会计学

57 2017016111 刘璇 市场营销 会计学

58 2017155116 王嘉振 功能材料 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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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59 2017155212 刘园 功能材料 会计学

60 2017039117 王海霞 制药工程 会计学

61 2017148203 蔡海存 生物技术 财务管理

62 2017023104 迟鑫宇 自动化 财务管理

63 2017035107 郭琳 食品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64 2017131124 于文彦 电子信息工程 财务管理

65 2017151102 陈斯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财务管理

66 2017041211 刘琳 英语 财务管理

67 2017039216 钱莎 制药工程 财务管理

68 2017037203 葛浩楠 食品质量与安全 财务管理

69 2017037121 王天玉 食品质量与安全 财务管理

70 2017026114 蒲含 车辆工程 财务管理

71 2017112101 次仁卓玛 工程管理 财务管理

72 2017025205 段伏毅 工业工程 财务管理

73 2017146202 白金诺 环境科学 财务管理

74 2017081606 黄易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财务管理

75 2016250317 罗雯 应用化学 财务管理

76 2017155221 唐婕 功能材料 行政管理

77 2017151315 刘蔚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行政管理

78 2017033205 黄媛媛 化学工程与工艺 行政管理

79 2017016419 翁杨玲 市场营销 行政管理

80 2016250109 韩旭东 测控技术与仪器 行政管理

81 2016026211 李子豪 车辆工程 行政管理

82 2017012104 宫玉玲 旅游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83 2017155204 范建勋 功能材料 人力资源管理

84 2017155206 何海青 功能材料 人力资源管理

85 2017039212 刘妍 制药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86 2017012206 崔傲晗 旅游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87 2017114206 董子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88 2017023302 陈胤宏 自动化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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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89 2017043103 陈玉杰 朝鲜语 人力资源管理

90 2016250332 于佳铭 功能材料 人力资源管理

91 2017151309 蒋国振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92 2016250610 古丽亚尔·鲁提普拉 英语 工商管理

93 2017012324 许碧成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94 2017037107 李承星 食品质量与安全 工商管理

95 2017043219 王皓弘 朝鲜语 工商管理

96 2017151307 黄君巍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97 2017151411 李思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98 2017012211 李卓鑫 旅游管理 经济学

99 2017155218 潘阳 功能材料 经济学

100 2017151628 于昊延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经济学

101 2017026107 贾智文 车辆工程 经济学

102 2017012323 徐萌 旅游管理 经济学

103 2017148123 徐华 生物技术 经济学

104 2017155123 詹秀玲 功能材料 经济学

105 2017151620 刘泽涛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经济学

106 2017043106 高玉双 朝鲜语 经济学

107 2017043210 李静哲 朝鲜语 经济学

108 2017014105 傅先懿 行政管理 经济学

109 2016041206 贾文霞 英语 旅游管理

110 2017112312 卢果 工程管理 旅游管理

111 2016041224 杨乐 英语 旅游管理

112 2017022106 付馨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市场营销

113 2017041124 张美静 英语 市场营销

114 2016250121 木尼热·艾尔西丁 英语 市场营销

115 2017017206 江彦憬 工商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

116 2017016301 柏晓芳 市场营销 汉语国际教育

117 2017016225 杨岳 市场营销 汉语国际教育

118 2017012207 甘琳娇 旅游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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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119 2017016105 胡雨杉 市场营销 汉语国际教育

120 2017035103 柴璐帆 食品科学与工程 汉语国际教育

121 2017012111 刘可 旅游管理 汉语言文学

122 2017025212 孔晓叶 工业工程 汉语言文学

123 2017016510 陆禹晴 市场营销 汉语言文学

124 2016251326 朱忆伟 财务管理 汉语言文学

125 2017017222 张晓雪 工商管理 汉语言文学

126 2017014118 王潇滢 行政管理 汉语言文学

127 2016039129 郑伊婷 制药工程 汉语言文学

128 2017023111 蒋欣容 自动化 汉语言文学

129 2017111210 贾凯萌 土木工程 法学

130 2017041115 秦莹 英语 法学

131 2017013217 宋子萱 经济学 法学

132 2017033106 姜鉴琳 化学工程与工艺 法学

133 2017173107 郝良辰 建筑学 法学

134 2017016507 李响 市场营销 法学

135 2017026203 陈兴国 车辆工程 法学

136 2017155117 王美凤 功能材料 法学

137 2017155211 刘一涵 功能材料 法学

138 2017151604 陈方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法学

139 2016250313 李博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法学

140 2017022125 鄢培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法学

141 2017081124 吴恩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法学

142 2017013124 孙宇宁 经济学 法学

143 2017012328 周也琦 旅游管理 法学

144 2017012128 周浩然 旅游管理 法学

145 2017037211 孟美欣 食品质量与安全 法学

146 2017016107 姜俊杰 市场营销 法学

147 2017017110 任悦 工商管理 新闻学

148 2017013102 陈千一 经济学 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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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149 2017043215 刘雨晴 朝鲜语 新闻学

150 2017017122 于昀煊 工商管理 新闻学

151 2017012317 王亚玲 旅游管理 新闻学

152 2017042221 乌日尼勒 日语 新闻学

153 2017042111 黎晓飞 日语 新闻学

154 2017136323 于佳欣 通信工程 新闻学

155 2017023228 杨涵玉 自动化 建筑学

156 2017155110 龙丹妮 功能材料 建筑学

157 2017037126 余丹 食品质量与安全 建筑学

158 2017016411 秦可佳 市场营销 建筑学

159 2017023327 张庆 自动化 建筑学

160 2017012303 邓琴 旅游管理 生物工程

161 2017017223 张馨予 工商管理 生物工程

162 2017024207 胡小梅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生物工程

163 2017132110 廖熠熠 物联网工程 生物工程

164 2017151220 文其璧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165 2017155224 杨楠 功能材料 食品科学与工程

166 2017151420 谭小平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167 2017114117 邵媛媛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168 2017023130 邹骥驰 自动化 应用化学

169 2017155213 龙明丽 功能材料 制药工程

170 2017151601 傲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 2017037224 张甫阳 食品质量与安全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2 2017122127 于洋 国际商务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3 2017112209 李英杰 工程管理 信息与计算科学

174 2017024216 孟宣伊 测控技术与仪器 统计学

175 2017026120 王英杰 车辆工程 统计学

176 2017033111 罗滔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统计学

177 2017111207 郭佩汶 土木工程 统计学

178 2017111225 熊慧 土木工程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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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179 2017171227 杨智钦 城乡规划 网络工程

180 2017131601 邓东昇 电子信息工程 网络工程

181 2017155108 廖超超 功能材料 网络工程

182 2017037215 覃鑫 食品质量与安全 网络工程

183 2016250635 云琳超 通信工程 网络工程

184 2017024124 杨雯莉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5 2017171204 贺帼豪 城乡规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6 2017171116 刘玥 城乡规划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7 2017131108 蒋升跃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8 2017151518 吴焓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9 2017033214 廖文生 化学工程与工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0 2017023623 徐梦格 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1 2016250414 李兆媛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2 2017022309 刘洪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3 2017037208 李牵 食品质量与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4 2017155219 彭燕 功能材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5 2017151214 任媛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6 2017131417 王可蒙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7 2017035207 胡鑫蕊 食品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8 2017155124 张晨 功能材料 软件工程

199 2017026205 付潇涵 车辆工程 软件工程

200 2016250815 黄家慧 工业工程 软件工程

201 2017155208 和咸冶 功能材料 软件工程

202 2017023107 耿齐祁 自动化 软件工程

203 2017131610 李楠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04 2016250216 马楚钧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05 2017131422 薛搏 电子信息工程 软件工程

206 2017151404 段嘉宝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207 2017023227 谢立志 自动化 软件工程

208 2017022119 陶思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物联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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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2017114127 张岩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物联网工程

210 2017151101 蔡志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联网工程

211 2017026225 张百贺 车辆工程 物联网工程

212 2017151414 林炜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物联网工程

213 2017111211 焦嘉瑜 土木工程 物联网工程

214 2017151322 魏堃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215 2017151324 杨纯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216 2017151416 马宁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217 2017022120 妥志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218 2017151407 黄伊婷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219 2017022223 姚雪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220 2017022121 王威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221 2017151423 熊天琪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

222 2017033207 李晨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信工程

223 2017151228 郑玉崝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

224 2017151526 余婕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

225 2017151403 董贺宇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

226 2017114107 贡胜男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通信工程

227 2016250928 汪梦真 工业工程 通信工程

228 2017033107 李昕燚 化学工程与工艺 英语

229 2017112126 徐驰遥 工程管理 英语

230 2017122202 范子筝 国际商务 英语

231 2017016525 张馨元 市场营销 英语

232 2017083112 李慧玲 网络工程 英语

233 2017017218 韦丽娇 工商管理 英语

234 2017042326 左皓婷 日语 英语

235 2017042126 张天爱 日语 英语

236 2017031131 周正敏 生物工程 英语

237 2017124104 崔鹂娜 国际经济与贸易 日语

238 2017155106 李平芳 功能材料 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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