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交通大学2021年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考生姓名 考生编号 录取学院 录取专业 招生方式

李雪 10004111200111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吕多玉 10004111200111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李赛举 10004111200112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任二祥 10004111200113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刘畅 10004111200115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杜航 10004111400110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郭晨光 10004111400110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李宇宁 10004111400111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朱睿 10004111400112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王晓娟 10004111400113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朱松巍 10004111200112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申请考核

连文博 10004111200113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申请考核

焦相萌 10004111200115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申请考核

陈雅岚 10004111400111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博连读

赵搏洋 10004111400112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博连读

尹跃文 10004111400112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博连读

宋希颖 10004111400113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硕博连读

曹景铭 10004111200114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申请考核

邹朗 10004111400111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李子琦 10004111400112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郭英豪 10004111400110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夏雨 10004111200111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曹佳琦 10004111200111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高翔 10004111200112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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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 10004111200112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袁源 10004111200113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马靖凯 10004111200113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李广德 10004111200113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张雪 10004111200114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任杰 10004111200114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张丹妮 10004111200115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杨嘉瑞 10004111200115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王向东 10004111200115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曹中 10004111200115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张翀 10004111200115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周志浩 10004111400110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陈荣均 10004111400110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苏昭阳 10004111400110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李东辉 10004111400111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赵耀 10004111400111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戴新港 10004111400112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王强 10004111400112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刘赛 10004111400113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王丽红 10004111400113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庞博 10004111400113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席泽雅 10004111400114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杨丹丹 10004111400114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王玮琳 10004111400114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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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椋 10004111400114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许喆铭 10004111200211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周才霞 10004111200211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梁腾飞 10004111200211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于嘉乐 10004111200211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鄢灯莹 10004111200211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满志博 10004111200211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杜倩倩 10004111200212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岳景杭 10004111200212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李朝阳 10004111200212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方荣强 10004111200212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关云 10004111200213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崔子琦 10004111200213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杨庆玉 10004111200213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刘恂 10004111200213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田昊宇 10004111200213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申请考核

韩瑜珊 10004111400204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徐鹏宇 10004111400204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赵功霈 10004111400204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卢香葵 10004111400205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贾宇欣 10004111400205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张鑫云 10004111400205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林致宇 10004111400205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王宇航 10004111400205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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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梦霏 10004111400206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硕博连读

林晨 10004111200214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申请考核

吴作栋 10004111200214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申请考核

王斌 10004111200214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申请考核

于锦汇 10004111200214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申请考核

许向蕊 10004111200216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申请考核

郝玉蓉 10004111200216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申请考核

原笑含 100041112002163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申请考核

吕晓婷 10004111400204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硕博连读

李轶珂 10004111400204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硕博连读

朱颢然 10004111400204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硕博连读

张乐 100041114002050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空间安全 硕博连读

李有儒 10004111200214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王凤娟 10004111200214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李沛豪 10004111200215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师露 100041112002152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曹坪 100041112002155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谭创创 10004111200215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陈瑜 100041112002157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战悦 100041112002159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申请考核

安彦玲 100041114002051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李想 100041114002054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聂浪 100041114002056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王媛 100041114002058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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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昊 100041111003053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与项目管理 公开招考

刘凯 100041112003307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与项目管理 申请考核

杨猛 100041112003318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与项目管理 申请考核

韩丹 100041112003320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与项目管理 申请考核

田锦召 100041112003339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与项目管理 申请考核

赵志远 100041111003030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公开招考

郑骞 100041111003031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公开招考

曲薇 100041111003045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公开招考

张培 100041112003258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申请考核

刘冠一 100041112003265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申请考核

何书垚 100041112003288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申请考核

刘航舶 100041111003055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公开招考

孔令鹏 100041112003232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申请考核

葛格 100041112003234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申请考核

于海鹏 100041114003047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硕博连读

马晓红 100041114003059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硕博连读

盛丽莹 100041112003338 经济管理学院 技术经济及管理 申请考核

王立颖 100041112003246 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申请考核

刘尚清 100041112003259 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申请考核

周倩 100041111003060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公开招考

张晨 100041111003062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公开招考

白艳鸿 100041111003064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公开招考

胡晓悦 100041111003065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公开招考

袁芳 100041111003066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公开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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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强 100041111003069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公开招考

黄后 100041111003070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公开招考

丛蓉 100041112003301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申请考核

武少学 100041112003239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申请考核

李沐 100041112003241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申请考核

王莉雅 100041112003249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申请考核

王亚 100041112003273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申请考核

吴峥 100041112003274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申请考核

杨松林 100041112003352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申请考核

王立扬 100041114003049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博连读

宋柯妮 100041114003052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硕博连读

公倩倩 100041111003032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公开招考

娄相峰 100041111003033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公开招考

梁汉 100041111003035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公开招考

秦玉鸣 100041111003038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公开招考

贾晖 100041111003041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公开招考

郑立乔 100041111003042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公开招考

郭俊杰 100041112003255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申请考核

李政隆 100041112003260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申请考核

路阳 100041112003261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申请考核

程乾 100041112003262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申请考核

张琨 100041112003267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申请考核

李丽颖 100041112003317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申请考核

龚百川 100041112003353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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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薇 100041114003051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硕博连读

马芳芳 100041114003061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硕博连读

白雪 100041112003251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申请考核

马伟光 100041112003289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申请考核

叶爱慧 100041114003050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硕博连读

张倩瑶 100041114003058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硕博连读

张雨昕 100041111003003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公开招考

朱郯博 100041111003004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公开招考

王亮 100041111003007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公开招考

苏健 100041111003009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公开招考

郭英 100041111003012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公开招考

张杰 100041111003013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公开招考

刘振龙 100041111003025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公开招考

郝义峰 100041112003250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申请考核

凌琨 100041112003253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申请考核

高林安 100041112003254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申请考核

郝雯雯 100041112003268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申请考核

戴涛 100041112003300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申请考核

朱若愚 100041112003312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申请考核

沈烁华 100041112003313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申请考核

于敬 100041114003043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高雪原 100041114003044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祝天琪 100041114003045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孙静霄 100041114003046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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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鹏 100041114003048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梁志远 100041114003053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栗婧淼 100041114003054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陈镜宇 100041114003055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杨旭涛 100041114003056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李晨曦 100041114003057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倪健惠 100041114003060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硕博连读

李莹 100041112004136 交通运输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申请考核

刘梦洲 100041112004140 交通运输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申请考核

赵帆 100041114004129 交通运输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汤庆锋 100041114004141 交通运输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国景枫 100041112004119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申请考核

张怡兰 100041112004110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申请考核

王佳丽 100041112004151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申请考核

姚景轩 100041112004158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申请考核

彭泳鑫 100041112004172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申请考核

吴剑凡 100041112004178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申请考核

李纵然 100041114004091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王振宇 100041114004093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张天雨 100041114004094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董秋含 100041114004097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赵雪飞 100041114004099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闫菲 100041114004103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何维 100041114004105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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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婷 100041114004106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王卓 100041114004108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王涛 100041114004109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王子珺 100041114004110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蒋媛婷 100041114004113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张松亮 100041114004114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赵如月 100041114004118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徐恺 100041114004119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范鹏飞 100041114004120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李想 100041114004123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马畅 100041114004124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王朝辉 100041114004126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黄悦 100041114004127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迟美燕 100041114004130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余怡然 100041114004131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景典 100041114004133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李奉孝 100041114004134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高艺文 100041114004135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王云姣 100041114004138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王璐瑶 100041114004142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田佩宁 100041114004147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张家瑞 100041114004148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李浩然 100041114004150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卢特尔 100041114004152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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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庄 100041112004123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申请考核

左小龙 100041112004171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申请考核

李培豪 100041114004092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孙然然 100041114004096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安宇航 100041114004104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王瀛帜 100041114004111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张浩然 100041114004137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陶震林 100041114004146 交通运输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硕博连读

丁美玲 100041112004124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申请考核

马广义 100041112004144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申请考核

王辉 100041112004150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申请考核

张艺帆 100041112004165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申请考核

赵悦 100041112004168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申请考核

王维巧 100041114004098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崔鹏飞 100041114004100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申瑾 100041114004101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袁音 100041114004107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李春鸿 100041114004115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周厚盛 100041114004117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朱姝睿 100041114004122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孙海宁 100041114004128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董浩宇 100041114004136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许广曈 100041114004144 交通运输学院 系统科学 硕博连读

张雨潇 10004111200530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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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璐 10004111200531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申请考核

李艳军 10004111200534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申请考核

牛振宇 100041112005350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申请考核

董博 10004111200535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申请考核

秦暄阳 10004111200535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申请考核

肖一雄 10004111400509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博连读

张雪松 10004111400509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道路与铁道工程 硕博连读

习彦会 10004111200539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申请考核

林瀚瀚 10004111400507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硕博连读

黄宽新 10004111400507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硕博连读

黄杰 10004111400508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硕博连读

杜兴岳 100041114005090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硕博连读

张开元 10004111400509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硕博连读

李一平 10004111400509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硕博连读

林安地 100041114005100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力学 硕博连读

李新 10004111200530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张林林 10004111200531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刘宗祺 10004111200531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张泽玺 10004111200531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徐慧通 10004111200531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单冶鹏 10004111200532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苏英楠 10004111200532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方应冉 10004111200532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王丽苹 10004111200532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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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向阳 10004111200532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李军 10004111200533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白帆 10004111200533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张斌 10004111200534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魏学达 10004111200534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李嘉诚 10004111200534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李林峰 10004111200534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李万博 10004111200534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贾忠明 10004111200535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赵鲲鹏 10004111200535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姜洁 10004111200535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韩超 10004111200536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王奥平 10004111200536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邵超然 10004111200536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蔡文超 10004111200536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刘畅 10004111200537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吴兆智 10004111200537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石家旭 10004111200537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张诗雨 10004111200537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董其冕 10004111200538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李鹏 10004111200538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王泽辉 10004111200538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王鹏举 10004111200538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薛欣欣 100041112005393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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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心雨 100041112005396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董子开 100041112005398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于川情 10004111200539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万业欣 100041112005400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倪安辰 10004111200540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钱孝文 100041112005405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庄志有 10004111200542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申请考核

吴昊远 10004111400507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博连读

王赶 100041114005081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博连读

郑岚翔 100041114005082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博连读

王闯 100041114005094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博连读

建宏赫 100041114005107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博连读

王嘉琛 100041114005109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博连读

杨引尊 100041114005110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硕博连读

赵子铭 10004111200610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王坤 10004111200610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王晓雷 10004111200610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高贵敏 10004111200610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孙鹏宇 10004111200610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黎宏锐 10004111200611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姜帅 10004111200611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张志强 10004111200611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蔡京成 100041112006116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李彦洁 10004111200611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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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廉政 10004111200611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王钰博 10004111200612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任博 10004111200612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李秉阳 10004111200612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欧黎明 10004111200613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赵宝水 10004111200613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蔡玮 10004111200613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化玉伟 10004111200613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李哲 10004111200613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杨辉 10004111200614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梁志奇 10004111200614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申请考核

房启强 10004111400605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刘嘉伟 10004111400605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任宏磊 10004111400605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管俊丽 100041114006060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齐天峰 10004111400606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吕可 10004111400606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张浩杰 10004111400606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刘思佳 100041114006065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陈佳伟 10004111400606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硕博连读

张哲轩 10004111200612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申请考核

郭堂松 10004111200613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申请考核

卢星羽 10004111200614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申请考核

侯超然 100041112006148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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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琪 10004111200615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申请考核

贾晓亮 10004111200615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申请考核

陈广进 10004111400604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樊夏辰 100041114006051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刘楠 100041114006052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吴金泽 10004111400605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张思典 100041114006054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王瑞 100041114006056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宿仲情 100041114006066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李学 100041114006067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刘业昌 100041114006069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硕博连读

石锦凯 100041112007083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路飞宇 100041112007084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于旺 100041112007085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羡一鸣 100041112007086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王哲 100041112007087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杜嫣然 10004111200708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孙锴 100041112007090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王诗楠 100041112007094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田奕 100041112007095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杨静俭 100041112007096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尚博阳 100041112007097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张晓雪 10004111200709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聂利超 100041112007100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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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轼凡 100041112007101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张海亮 100041112007105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刘小可 100041112007106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刘茂 10004111200710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曹金梅 100041112007110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申请考核

王希豪 100041114007037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高畅毓 10004111400703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孙艺娓 100041114007039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李硕玮 100041114007040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张中力 100041114007042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周明超 100041114007043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赵鑫泽 100041114007046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裴皓颖 100041114007047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刘新博 100041114007048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刘妍 100041114007049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石洋洋 100041114007051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王燚 100041114007052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张佳宝 100041114007053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 硕博连读

李宇 100041112008078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申请考核

李贵黎 100041112008086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申请考核

刘彬 100041112008090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申请考核

褚培新 100041112008093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申请考核

刘明 100041114008051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张晨晖 100041114008052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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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进敏 100041114008054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刘蓬天 100041114008055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赵泽邦 100041114008056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陈鑫沐 100041114008057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李啸龙 100041114008064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高炅烨 100041114008066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钱逸彬 100041114008067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龙飞 100041114008068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崔梦迪 100041114008070 理学院 光学工程 硕博连读

葛悠然 100041112008095 理学院 计算数学 申请考核

谢尚佐 100041114008049 理学院 计算数学 硕博连读

赵立静 100041112008073 理学院 统计学 申请考核

李小玉 100041112008083 理学院 统计学 申请考核

邢相茹 100041112008091 理学院 统计学 申请考核

周文娟 100041112008096 理学院 统计学 申请考核

朱文晗 100041112008097 理学院 统计学 申请考核

姜月娜 100041112008098 理学院 统计学 申请考核

林冠岑 100041114008058 理学院 统计学 硕博连读

尚彬彬 100041114008063 理学院 统计学 硕博连读

白田欣雨 100041112008074 理学院 物理学 申请考核

胡佳骥 100041112008077 理学院 物理学 申请考核

张维芳 100041112008085 理学院 物理学 申请考核

王雅茹 100041112008088 理学院 物理学 申请考核

姚永彬 100041112008089 理学院 物理学 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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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珊 100041114008053 理学院 物理学 硕博连读

张静 100041114008065 理学院 物理学 硕博连读

杨东升 100041112008081 理学院 应用数学 申请考核

陈伟 100041114008050 理学院 应用数学 硕博连读

陈钰 100041114008062 理学院 应用数学 硕博连读

单云靖 100041112008076 理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申请考核

张星 100041112008082 理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申请考核

王菁菁 100041112008094 理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申请考核

张桔 100041114008059 理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硕博连读

明新月 100041114008069 理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硕博连读

王迪 100041114008071 理学院 运筹学与控制论 硕博连读

余晓睿 1000411110090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李龙鑫 1000411110090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王震 10004111100908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程刘畅 10004111100908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赵晓莹 10004111100909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孙程芳 1000411110091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孙雪梅 1000411110091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张丽娜 100041111009122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张龙丽 10004111100913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李戈 10004111100913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梁燕丽 100041111009144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田华 100041111009151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王俊鸿 100041111009189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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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玲 100041111009190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公开招考

朱树理 100041112010017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赵子婧 100041112010021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申请考核

曲晨鑫 100041114010006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硕博连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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