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现专业 预录取专业 类别

1 2018033207 郑景云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经济学 跨类

2 2018012104 任卓亚 旅游管理 经济学 跨类

3 2017250201 阿依古孜力·依斯马依力 行政管理 经济学 跨类

4 2018151427 马佩轩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经济学 跨类

5 2018035206 刘颖 食品科学与工程 经济学 跨类

6 2017250102 艾地娅·阿力木 软件工程 经济学 跨类

7 2018026116 阿尔拉都 车辆工程 经济学 跨类

8 2018025235 武文琦 工业工程 经济学 跨类

9 2018114127 胡漫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经济学 跨类

10 2018031106 潘倩 生物工程 经济学 跨类

11 2018026112 刘庆彬 车辆工程 经济学 跨类

12 2018151626 杨柳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经济学 跨类

13 2018083107 王思来 网络工程 工商管理 跨类

14 2018155121 覃春映 功能材料 工商管理 跨类

15 2018155104 崔泽农 功能材料 工商管理 跨类

16 2018025121 岳轼清 工业工程 工商管理 跨类

17 2018151123 杨帆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跨类

18 2018012309 吴梦铫 旅游管理 工商管理 跨类

19 2018033115 孙芮颖 化学工程与工艺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0 2018025208 张守波 工业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1 2018039127 潘萌萌 制药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2 2018151405 刘永旺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3 2018111421 邹佳明 土木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4 2018025135 李丽 工业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5 2018148115 张烨 生物技术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6 2018131215 王晨曦 电子信息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7 2018111423 旦增罗布 土木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跨类

28 2018041425 唐文博 英语 市场营销 跨类

29 2018155203 凌福鑫 功能材料 市场营销 跨类

30 2018114105 朴钟韵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市场营销 跨类

31 2018016420 沙海 市场营销 行政管理 跨类

32 2018013411 李悦铭 经济学 行政管理 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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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7252525 盘佳会 旅游管理 行政管理 跨类

34 2018131614 马荣升 电子信息工程 行政管理 跨类

35 2018083330 哈丽代姆·阿卜杜克热木 网络工程 行政管理 跨类

36 2018151628 阿迪来·阿不力米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行政管理 跨类

37 2017250821 麻家旗 工业工程 行政管理 跨类

38 2018013319 德吉曲桑 经济学 行政管理 跨类

39 2017250834 伊力扎提·艾力 建筑学 行政管理 跨类

40 2018064211 尹秀英 汉语国际教育 旅游管理 跨类

41 2018151516 宋佳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跨类

42 2018014224 王兵 行政管理 车辆工程 跨类

43 2018142204 谢思嘉 环境工程 自动化 跨类

44 2018155107 林泽昊 功能材料 自动化 跨类

45 2018031214 聂书 生物工程 自动化 跨类

46 2018022309 孙照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跨类

47 2018033204 李沛霖 化学工程与工艺 自动化 跨类

48 2018026126 王逸琪 车辆工程 自动化 跨类

49 2018025131 信冠羽 工业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0 2018025209 马以宁 工业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1 2018025206 龙志宇 工业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2 2018053114 索海 统计学 自动化 跨类

53 2018025217 杨世明 工业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4 2018025115 王一至 工业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5 2018025219 李广强 工业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6 2018035102 原佳伟 食品科学与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7 2018025213 常越 工业工程 自动化 跨类

58 2018025133 李欣 工业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跨类

59 2018025205 薛佳华 工业工程 测控技术与仪器 跨类

60 2018022426 张梦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测控技术与仪器 跨类

61 2018131125 张素莹 电子信息工程 生物工程 跨类

62 2017251029 王姿逸 信息与计算科学 生物工程 跨类

63 2018012310 鞠青青 旅游管理 生物工程 跨类

64 2018112232 叶方林 工程管理 制药工程 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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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8025233 张璐 工业工程 制药工程 跨类

66 2018155129 张雪婷 功能材料 应用化学 跨类

67 2018131108 易帆 电子信息工程 应用化学 跨类

68 2018155123 田翼林 功能材料 应用化学 跨类

69 2018151404 谭睿龙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跨类

70 2017250221 麦迪乃·阿力木 建筑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跨类

71 2018017123 俸超 工商管理 英语 跨类

72 2018063212 李孟诺 新闻学 英语 跨类

73 2018016402 鲍荧铃 市场营销 英语 跨类

74 2018023627 李佳芮 自动化 英语 跨类

75 2018064218 铁方积辰 汉语国际教育 英语 跨类

76 2018025231 刘桓菲 工业工程 英语 跨类

77 2018017227 金天一 工商管理 英语 跨类

78 2018131525 张羽彤 电子信息工程 英语 跨类

79 2018043114 孙川淇 朝鲜语 英语 跨类

80 2018026125 张倍毓 车辆工程 英语 跨类

81 2018114107 王卿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英语 跨类

82 2018035112 李坤娜 食品科学与工程 英语 跨类

83 2018155126 周思倩 功能材料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84 2018039214 刘雨歌 制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85 2018151201 朱学锐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86 2018151114 俞圣池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87 2018033126 王冬雪 化学工程与工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88 2017250415 李芷维 市场营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89 2018023312 张泽洋 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90 2018151210 樊雪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91 2018151325 彭竞贤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92 2018052208 陆俞先 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93 2018033110 黄莉华 化学工程与工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94 2017023610 梁世彪 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95 2018136601 刘坤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96 2018022226 谭艺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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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2018151101 朱亮宇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跨类

98 2018034229 李亚 应用化学 软件工程 跨类

99 2018039213 王宇佳 制药工程 软件工程 跨类

100 2018023210 田德占 自动化 软件工程 跨类

101 2018031119 乎日乐 生物工程 软件工程 跨类

102 2018155101 李家和 功能材料 软件工程 跨类

103 2018136108 孙成龙 通信工程 软件工程 跨类

104 2018151308 李少涵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软件工程 跨类

105 2018033205 郑尚旭 化学工程与工艺 软件工程 跨类

106 2018022115 崔智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软件工程 跨类

107 2017250215 龙江涛 制药工程 网络工程 跨类

108 2018151111 李丕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网络工程 跨类

109 2018035201 唐海东 食品科学与工程 网络工程 跨类

110 2018022104 陈金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网络工程 跨类

111 2017131420 吴罡 电子信息工程 网络工程 跨类

112 2017250916 陆建辉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网络工程 跨类

113 2018031120 张博通 生物工程 网络工程 跨类

114 2017250912 金庆汉 自动化 网络工程 跨类

115 2018031102 孙诗禹 生物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16 2018022117 卢志鹏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工业设计 跨类

117 2018151301 吕庭璋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18 2018034124 邵欣欣 应用化学 工业设计 跨类

119 2018083121 江思源 网络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20 2018083119 赵岚婷 网络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21 2018025128 唐子悦 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22 2018111419 王知易 土木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23 2018111321 王晨 土木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24 2017250536 祖力卡尔江·牙合甫 英语 工业设计 跨类

125 2018033125 张菁文 化学工程与工艺 工业设计 跨类

126 2017252321 覃禹翟 英语 工业设计 跨类

127 2018016210 伊然 市场营销 工业设计 跨类

128 2018025232 魏勉 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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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2018155217 郑春晖 功能材料 工业设计 跨类

130 2018043109 唐嘉璐 朝鲜语 工业设计 跨类

131 2017151216 谭君典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32 2018083104 张添雨 网络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33 2018122212 曲佳慧 国际商务 工业设计 跨类

134 2018025125 陈欣然 工业工程 工业设计 跨类

135 2018033108 莫欣怡 化学工程与工艺 土木工程 跨类

136 2018148211 薛海婷 生物技术 土木工程 跨类

137 2018026102 张昊 车辆工程 土木工程 跨类

138 2018034227 李婧雯 应用化学 土木工程 跨类

139 2018022328 周浩楠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土木工程 跨类

140 2017250416 刘一凡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土木工程 跨类

141 2018111131 袁雯婷 土木工程 工程管理 跨类

142 2018151227 辛欣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跨类

143 2018151618 何明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程管理 跨类

144 2018016512 孙佳宇 市场营销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45 2018014216 魏新颖 行政管理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46 2018016417 王丽娜 市场营销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47 2018171126 汤雅舒 城乡规划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48 2017252232 张帆 人力资源管理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49 2018014121 吴洪 行政管理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50 2018043113 韩德叙 朝鲜语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51 2018013127 孟繁佳 经济学 汉语言文学 跨类

152 2018131221 韦艳萍 电子信息工程 汉语国际教育 跨类

153 2018024223 潘倩 测控技术与仪器 汉语国际教育 跨类

154 2018012212 朱慧珍 旅游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 跨类

155 2018012316 邢波 旅游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 跨类

156 2018014111 刘嘉 行政管理 汉语国际教育 跨类

157 2018142127 邵婧 环境工程 汉语国际教育 跨类

158 2018015206 胡婷婷 人力资源管理 新闻学 跨类

159 2018015114 张悦竹 人力资源管理 新闻学 跨类

160 2018023624 杨东 自动化 新闻学 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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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2018033121 王姝凝 化学工程与工艺 新闻学 跨类

162 2018041117 章瑞萌 英语 新闻学 跨类

163 2017250436 祖海尔·艾尼瓦尔 英语 新闻学 跨类

164 2017252324 魏弘毅 工商管理 新闻学 跨类

165 2018131311 王允政 电子信息工程 新闻学 跨类

166 2018015112 梁瑀轩 人力资源管理 法学 跨类

167 2017039220 史珉颖 制药工程 法学 跨类

168 2018014205 杨依凝 行政管理 法学 跨类

169 2018111216 刘书豪 土木工程 法学 跨类

170 2018016411 许戈辉 市场营销 法学 跨类

171 2018012101 宋佳宇 旅游管理 法学 跨类

172 2018012110 余晓屹 旅游管理 法学 跨类

173 2018012121 任青霞 旅游管理 法学 跨类

174 2018016407 林诗音 市场营销 法学 跨类

175 2018016106 薛友怡 市场营销 法学 跨类

176 2018014122 陈红洁 行政管理 法学 跨类

177 2018023226 贺智宜 自动化 法学 跨类

178 2018014209 郝思齐 行政管理 法学 跨类

179 2018014208 张禧竹 行政管理 法学 跨类

180 2018131226 李爱妍 电子信息工程 法学 跨类

181 2018151526 吕蕙莘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法学 跨类

182 2018043227 赵艺 朝鲜语 法学 跨类

183 2018016325 孙峰 市场营销 法学 跨类

184 2018025225 伍彩云 工业工程 数学与应用数学 跨类

185 2018014108 汤茗越 行政管理 统计学 跨类

186 2017033111 罗滔 化学工程与工艺 统计学 跨类

187 2018035111 龙淑颖 食品科学与工程 统计学 跨类

188 2017251010 李正才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统计学 跨类

189 2018031115 吴欣桐 生物工程 会计学 跨类

190 2018025112 刘泓辰 工业工程 会计学 跨类

191 2018112219 王子悦 工程管理 会计学 跨类

192 2018026224 杜雯雯 车辆工程 会计学 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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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2018112325 广唯伊 工程管理 会计学 跨类

194 2018022331 贾莹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会计学 跨类

195 2018023427 李姝 自动化 会计学 跨类

196 2018024127 曹梦涵 测控技术与仪器 会计学 跨类

197 2018039215 禹默 制药工程 会计学 跨类

198 2018148120 潘孟彤 生物技术 财务管理 跨类

199 2018033212 何庭蕾 化学工程与工艺 财务管理 跨类

200 2018112322 刘璐 工程管理 财务管理 跨类

201 2018136424 白冰玉 通信工程 财务管理 跨类

202 2018114126 刘明霞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财务管理 跨类

203 2017252420 罗柳凤 朝鲜语 财务管理 跨类

204 2018025227 阮艾玲 工业工程 财务管理 跨类

205 2017251008 李博雅 旅游管理 财务管理 跨类

206 2018083416 洛桑旦巴 网络工程 财务管理 跨类

207 2018025234 何璇 工业工程 财务管理 跨类

208 2018131121 樊琪琦 电子信息工程 财务管理 跨类

209 2018023523 王芳芳 自动化 财务管理 跨类

210 2017025230 张嘉航 工业工程 财务管理 跨类

211 2018132118 陈俊峰 物联网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跨类

212 2018148125 杨韵宁 生物技术 电子信息工程 跨类

213 2018083120 龙双逢 网络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跨类

214 2018022103 王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跨类

215 2018026117 曹洋涛 车辆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跨类

216 2018053205 姜易辰 统计学 国际商务 跨类

217 2017252319 苏倩 行政管理 国际商务 跨类

218 2018111316 胡智翔 土木工程 国际经济与贸易 跨类

219 2018041110 李佳文 英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 跨类

220 2018016211 李雯 市场营销 国际经济与贸易 跨类

221 2018014220 石秋怡 行政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跨类

222 2018142227 罗怡兰 环境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跨类

223 2018031116 李志歆 生物工程 通信工程 跨类

224 2018016518 胡双双 市场营销 通信工程 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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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2018151226 谢含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 跨类

226 2018035125 曹亚卓 食品科学与工程 通信工程 跨类

227 2018155112 张元戬 功能材料 通信工程 跨类

228 2018022113 班赫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 跨类

229 2018155207 房明达 功能材料 物联网工程 跨类

230 2018033122 刘佳琪 化学工程与工艺 物联网工程 跨类

231 2018155124 常婷婷 功能材料 物联网工程 跨类

232 2018031101 张子洋 生物工程 物联网工程 跨类

233 2018114208 赵弋霄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物联网工程 跨类

234 2018025202 叶锵 工业工程 物联网工程 跨类

235 2018171219 许艺馨 城乡规划 环境科学 跨类

236 2018112213 顾小叶 工程管理 环境科学 跨类

237 2018025126 杨秋娥 工业工程 生物技术 跨类

238 2018151606 刘东升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功能材料 跨类

239 2018111432 卢阳 土木工程 建筑学 跨类

240 2018033127 董瑞菲 化学工程与工艺 建筑学 跨类

241 2018023204 张立昌 自动化 建筑学 跨类

242 2018033112 汪玟希 化学工程与工艺 建筑学 跨类

243 2018016222 张新艺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类内

244 2017017108 马瑜骏 工商管理 经济学 类内

245 2018016127 吴宇杰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类内

246 2018017110 刘一洋 工商管理 经济学 类内

247 2018016515 暴文博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类内

248 2017016409 李德政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类内

249 2017250130 袁梓薇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类内

250 2018016514 田思絮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类内

251 2017252527 尚品含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类内

252 2017252422 马千媛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类内

253 2018013119 白玛德吉 经济学 人力资源管理 类内

254 2017025124 王肖辉 工业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类内

255 2018034119 杨雨 应用化学 生物工程 类内

256 2017250528 孙健凯 生物工程 食品质量与安全 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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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2017250505 迪丽斯坦·迪力夏提 应用化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类内

258 2018093316 曾文霞 动画 产品设计 类内

259 2018093205 黄浩东 动画 产品设计 类内

260 2018093321 陈艺菲 动画 产品设计 类内

261 2018093320 班璐 动画 视觉传达设计 类内

262 2018093312 闫亚雯 动画 视觉传达设计 类内

263 2018093215 孙旭然 动画 视觉传达设计 类内

264 2018094118 关一咲 产品设计 动画 类内

265 2018063227 布勒.布勒.木拉提  新闻学 汉语言文学 类内

266 2018064214 林悦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言文学 类内

267 2018064103 张正家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言文学 类内

268 2017252511 黄荣坤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言文学 类内

269 2017252520 马雨薇 新闻学 汉语国际教育 类内

270 2018063114 孙千珊 新闻学 法学 类内

271 2018061118 孟迪 汉语言文学 法学 类内

272 2018052207 刘永晴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类内

273 2018052111 林沛辰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类内

274 2018052217 佟姝静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类内

275 2018052107 姜力丹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类内

276 2017051113 马瑞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学 类内

277 2018052109 李美睿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类内

278 2017052228 赵文翰 信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类内

279 2018016118 苏婷 市场营销 会计学 类内

280 2018016315 吕晓钰 市场营销 会计学 类内

281 2018122201 覃议萍 国际商务 会计学 类内

282 2018015115 石婷婷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 类内

283 2018016421 许马安舸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类内

284 2017016520 向钰薇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类内

285 2018016309 赵姝毓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类内

286 2018016119 黄淳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类内

287 2018016316 任文文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类内

288 2018017217 王孜悦 工商管理 国际商务 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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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2018016228 　张澎 市场营销 国际商务 类内

290 2018124108 郑杰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1 2018017207 阎洁 工商管理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2 2018041310 郝新喻 英语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3 2018012328 胡紫云 旅游管理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4 2018124218 曹雨潭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5 2018136225 宋的可 通信工程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6 2018043126 黄晓宇 朝鲜语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7 2018023321 吴沁璋 自动化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8 2018014230 张洋越 行政管理 会计学ACCA ACCA班

299 2018031205 梁嘉淇 生物工程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0 2018022209 仇非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1 2018031125 胡蝶 生物工程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2 2018124324 巴咪丽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3 2018125223 田雨薇 财务管理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4 2018053201 白欣沂 统计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5 2018146124 郑旭文 环境科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6 2018121323 鄂梓轶 会计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7 2018025212 关新也 工业工程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8 2018024227 李瑞昕 测控技术与仪器 会计学ACCA ACCA班

309 2018121109 师睿 会计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0 2018121124 陈欣悦 会计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1 2018125312 王慧莹 财务管理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2 2018121112 张爽 会计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3 2018155228 汪熙苒 功能材料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4 2018125303 闫芊 财务管理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5 2018025228 杨晨 工业工程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6 2018024228 张雨婷 测控技术与仪器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7 2018121101 云飞铭 会计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8 2018121105 李潇 会计学 会计学ACCA ACCA班

319 2018022431 刘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会计学ACCA ACCA班

320 2018016207 靳方舒雅 市场营销 会计学ACCA ACC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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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2017250732 杨兴红 土木工程 物联网工程（中兴） 中兴合作班

322 2017250817 李明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中兴） 中兴合作班

323 2018155201 徐少艺 功能材料 通信工程（中兴） 中兴合作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