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1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矿业工程研究院) 采矿工程 1901010233 袁博

2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矿业工程研究院) 采矿工程 1901010102 王思潮

3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矿业工程研究院) 安全工程 1901020326 张警兮

4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矿业工程研究院) 安全工程 1901020104 李国梁

5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矿业工程研究院) 安全工程 1901020129 周晓婧

6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矿业工程研究院) 环境工程 1906050122 苏明欣

7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矿业工程研究院) 环境工程 1906050325 周心语

8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902090109 钟沅均

9 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902090331 李杉

10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02010826 王楠

11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02010229 张威

12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02010426 陈奇

13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02010118 张扬柱

14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02010401 李恒

15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02010128 李润瑶

16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902010904 赵亮

17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902080211 李文杰

18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902080226 邹敏

19 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902040207 杨昂立

20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1902060201 胥志辉

21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计划） 1903070112 文武翊

22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03010117 阳利民

23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03010209 卿林

24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03010431 王亚丽

25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03010610 胡仕宇

26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03010331 徐丽

27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车辆工程 1903060216 刘虹材

28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车辆工程 1903060111 吴昊

29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1903080203 苗欣旺

30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1903080115 刘嘉杰

31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903030214 余振武

32 机电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 工业工程 1903110206 艾恒

33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1904020222 朱琴

34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904010231 杨梓怡

35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04030131 欧阳子怡

36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计划） 1904050109 李海强

37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904010233 贺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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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1904020225 谢玲

39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904010432 龚慧芳

40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904010215 彭怀伟

41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904010319 黄攀

42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904040228 姚依依

43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计划） 1904050129 李梦婷

44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04030212 葛育文

45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904030331 贺学文

4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905060106 傅嘉

4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905060203 张宇

4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05050113 刘晨阳

4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905060326 金妍

50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905040205 李汪洋

5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905040124 解一博

52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905040127 宋超田

53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05010313 秦豪远

54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05010328 周子盛

55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05010506 唐文杰

56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1905040103 张荣林

57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1905030233 陈雅琪

58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905050312 梁润勇

59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20010228 陈思欣

60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902010530 陈琳

61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1906010225 周安琪

62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906020228 戴薇

63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906020121 苑素素

64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 1906090132 刘媛媛

65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 1906090101 石磊

66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06040226 屈秋红

67 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1906070214 吕婉婉

68 化学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1906070104 杨凯

69 化学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1906080228 刘汇灵

70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814040120 许志红

71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907010216 王珊

72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907020230 曾怡苗

73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907020220 李锐

74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907020223 张佳宇

75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应用统计学 1906040328 尹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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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应用统计学 1907030104 桂永安

77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物理学 1908010206 卢琪

78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物理学 1908010119 万婉婷

79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物理学 1908010122 张康怡

80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908020330 李紫英

81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908020327 覃清华

82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908040326 胡姚琳

83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908040115 陈振宇

84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生物科学 1909030120 许文雯

85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生物科学 1909010113 翁思瑶

86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生物工程 1909030220 吴子怡

87 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 生物工程 1909030305 霍卫聪

88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1910130102 刘孝杰

89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1910130215 曹婧

90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城乡规划 1810020222 付玉婕

91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1910160202 黄雪扬

92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1910160216 王蓝青

93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1910120218 刘夏婷

94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建筑学 1810010119 张欣怡

95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建筑学（国际） 1810150121 张梦婷

96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910110202 龙易子晗

97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911010214 宋晓抒

98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911010404 袁媛

99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911050109 罗妍

100 人文学院 历史学 1911030116 张小琳

101 人文学院 历史学 1911030107 张雅雯

102 人文学院 新闻学 1911040115 张秋月

103 人文学院 广告学 1911050219 芦丽莹

104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912020106 李婷

105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1912010416 冯嘉怡

106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 1912010219 谢嘉雯

107 外国语学院 英语（商务） 1912010205 汪瑾璇

108 外国语学院 英语（商务） 1912010101 徐培林

109 外国语学院 翻译 1912040124 周雨欣

110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912030229 朱书

1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913010104 龙高全

1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913010131 梁舒婷

1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913010225 韦冬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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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应用心理学 1914040204 汤敢

115 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小学教育 1914050119 韩聪慧

116 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小学教育 1914050221 周扬

117 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学 1914010121 曲若澜

118 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学 1914010123 缪秋英

119 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 应用心理学 1914040311 刘星宇

120 商学院 经济学 1915010222 谭蓝鸡

121 商学院 经济学 1915010325 吴姝霖

122 商学院 经济学 1915010326 文欢云

123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915020210 钟婷

124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915020110 朱浩珍

125 商学院 会计学 1915030116 贝海妮

126 商学院 会计学 1915030324 谢文娜

127 商学院 会计学 1915030119 陈欣芳

128 商学院 财务管理 1915040127 阳雅璇

129 商学院 财务管理 1915040224 邓诗琪

130 商学院 工商管理 1915060203 朱奇荣

131 商学院 市场营销 1915070219 颜诗莹

132 商学院 旅游管理 1915090227 刘欢

133 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915100126 姚远燕

134 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915100310 熊艺萱

135 商学院 电子商务 1915110230 戴永丰

136 商学院 电子商务 1915110229 黄佳怡

137 商学院 金融工程 1915120126 李湘林

138 商学院 金融工程 1915120224 李晓艳

139 齐白石艺术学院 舞蹈表演 1916100104 周雯

140 齐白石艺术学院 绘画 1916050117 魏夏馨

141 齐白石艺术学院 音乐学 1916030116 何珏莹

142 齐白石艺术学院 美术学 1916010209 梁雅灵

143 齐白石艺术学院 美术学 1916010216 郝伊玲

144 齐白石艺术学院 雕塑 1916040114 杨舒乔

145 体育学院(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学院) 体育教育 1917020116 黄晓莉

146 体育学院(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学院) 体育教育 1917010220 金维

147 体育学院(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学院) 体育教育 1917020112 盛月

148 体育学院(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917020203 程博立

149 体育学院(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1917020102 熊澳丽

150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 1919010123 王涵

151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 1919010424 魏颖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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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919040116 郭蓉

153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919040129 王雨婷

15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920010317 舒鹏

15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920010108 邢秀伟

15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20060332 吴香莲

15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20060532 廖燕文

15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20060229 潘梦琦

15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20060207 彭美堂

160 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 地理科学 1901070104 丁辰

161 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1901110116 易智聪

162 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1901080120 屈加琪

163 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1901050327 孙琳

164 地球科学与空间信息工程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1902010929 王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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