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证件号码

 100043112101129 郭亮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3205821980****5716

 100043112101130 申晓阳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1304341991****2913

 100043112101140 贾佳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
子技术等） 2202031985****1242

 100043112101131 于涵伟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2113811985****0016

 100043112101132 郑胜洁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1311021997****0418

 100043112101141 肖华华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4310211982****537X

 100043112101154 王国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1421231977****0511

 100043112101133 张光明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4128281996****0014

 100043112101144 尹超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4306211992****1859

 100043112101134 刘颖慧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2202111989****0620

 100043112101135 郭一鸣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1301041993****2117

 100043112101136 刘良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4128221991****0077

 100043112101143 王俊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4108231990****0256

 100043112101155 方荣瑜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5113221991****1030

 100043112101149 赵晗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4101051984****0150

 100043112101146 杨治航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1201051989****3311

 100043112101137 蒋喆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
子技术等） 3424251986****0210

 100043112101147 周国语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5001051991****1213

 100043112101138 董航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2306041995****4739

 100043122101150 王伟娜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
子技术等） 1521261987****0929

 100043112101148 朱艳宏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1411241992****0187

 100043112101145 刘泰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
子技术等） 3729011986****0210

 100043112101152 王振华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6204231985****1012

 100043112101139 温佳坤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 1302241996****3019

 100043112101142 吴帅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3213211988****1818

 100043112101151 赵俊鹏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
动通信等） 2302251990****0516

 100043112102045 王巍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与信息安全 1101081979****4910

 100043112102037 何涛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
子技术等） 5116211985****7774

 100043112102038 俞诗源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1101011975****453X
 100043112102039 马子钦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1502031997****3961
 100043112102040 李琼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与信息安全 4128231988****0427
 100043112102041 张耀月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3706821988****0222
 100043112102042 蔡娜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2101061984****1226
 100043112102043 姜强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网络与信息安全 3702831976****7019
 100043112102044 刘静超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 计算机技术 1306211985****2429
 100043112003540 孙铱璠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1330011981****0425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证件号码

 100043112003558 金妍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2202111989****092X
 100043112003570 任东海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4108821988****855X
 100043112003577 郭轶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3624301995****0056
 100043112003578 李博阳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3702021992****543X
 100043112003580 孙秀娟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1329281982****3925
 100043112003718 米万东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6201031996****061X
 100043112003586 李兴华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与项目管理 3705221991****1894
 100043112003588 张程程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1303021987****1621
 100043112003589 刘佳凝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1301301990****0059
 100043112003590 万歆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3404031987****2624
 100043112003594 马银隆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4104821992****383X
 100043112003596 郭瑞兵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1402271982****0017
 100043112003599 张川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3724011975****3213
 100043112003603 张川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101021989****3019
 100043112003605 于水清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1307211985****5124
 100043112003609 徐宁生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6401031989****1519
 100043112003618 冯园茜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3203821997****0426
 100043112003619 解亚龙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与项目管理 1427321980****0413
 100043112003620 李天宇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1301021993****0619
 100043112003627 赵紫薇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3706811993****2246
 100043112003600 徐波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5107261995****1638
 100043112003629 刘驰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1301041991****181X
 100043112003650 陈忠港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3207211978****003X
 100043112003653 潘舒笑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3303811995****5927
 100043112003659 周楫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509021995****0118
 100043112003661 邓丽敏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3601021982****3344
 100043112003666 王良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4211271990****0410
 100043112003673 成名一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4302111998****0019
 100043112003720 于跟社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6121331972****5135
 100043112003679 李育海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1421271973****0539
 100043112003685 杜跃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101091984****5218
 100043112003697 李迎娟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 6104021982****390X
 100043112003698 于汛然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2301021998****5221
 100043112003601 唐秋雨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5224221998****5214
 100043112003702 李吟歌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1101031990****0011
 100043112003704 党铁飞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与工程 1527281980****3653
 100043112003717 张海涛 经济管理学院 应用经济学 3302821989****8658
 100043112003707 李思媛 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308251994****2721
 100043112003709 李婧丹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4102031984****1522
 100043112003713 朴放歌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2301031996****1310
 100043112104181 申慧民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404261979****321X
 100043112104191 杨濯丞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501281994****0133
 100043112104188 王振东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4109011984****4038
 100043112104197 钟畅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5001031984****7322
 100043112104182 苏华正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4209211987****3190
 100043112104179 刘峰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2113241985****2611
 100043112104183 苏田田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710021987****8847
 100043112104177 李晶玮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723241986****0022
 100043112104175 光志瑞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427261989****0022
 100043112104174 仇宁海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206841982****139X
 100043112104199 周昱城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5224251991****1874
 100043112104172 李镇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709211982****0036
 100043112104187 王浩远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2114221994****4115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证件号码

 100043112104200 程岩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101051983****543X
 100043112104189 谢坤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2112231982****0415
 100043112104173 栗波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713251991****3411
 100043112104195 张莹莹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2201811990****0425
 100043112104176 李昂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2109021982****0032
 100043112104193 张红欣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4105221981****6439
 100043112104190 闫帅帅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423231985****2714
 100043112104186 王笛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6201021982****3332
 100043112104184 孙琦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401041987****1511
 100043112104185 陶书东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708291980****0611
 100043112104198 周德凯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6201021997****5312
 100043112104194 张琦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411251989****5214
 100043112104196 赵华伟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421291983****7919
 100043112104171 郭丽君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407241988****0143
 100043112104192 袁小军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301031981****0035
 100043112104178 梁满杰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1427271982****4031
 100043112104180 卢大玮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3604241982****2037
 100043112105065 何宝华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421321976****4713
 100043112105063 郑召怡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711211981****4818
 100043112105048 宋伟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422261981****1215
 100043112105056 毛露露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4130261989****2476
 100043112105061 屈峣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101031996****0626
 100043112105059 张胜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307231976****0877
 100043112105052 周丽君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709211989****0048
 100043112105043 刘甲振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701241993****2031
 100043112105058 杨飞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401081985****0054
 100043112105046 杨凯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4115221989****0056
 100043112105066 王建军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6205031979****6718
 100043112105049 贾慧光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422021984****1919
 100043112105045 张亚洲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4306261991****8537
 100043112105042 曹林辉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622031987****6150
 100043112105041 牛增建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323361981****0711
 100043112105054 张文明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307221983****381X
 100043112105050 李名淦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501231979****4113
 100043112105055 马乃轩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701811991****6151
 100043112105044 王文光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426251982****2416
 100043112105051 蔡裕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3604251988****0215
 100043112105060 郭伟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1427271985****0359
 100043112105062 丁正全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101051970****5019
 100043112105047 惠云杰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306841977****0019
 100043112105064 彭湛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101081988****5714
 100043112105057 吕茜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交通运输 1309021982****0329
 100043112106056 陈科名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6530211992****4514
 100043112106057 葛良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110021979****1212
 100043112106055 高志雄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527281981****2717
 100043112106058 陈璨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4114811988****0130
 100043112106059 张浩昱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09021994****0015
 100043112106060 朱韶光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306381984****8131
 100043112106053 陈羽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401051987****0537
 100043112106054 马方圆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708321990****0937
 100043112106061 梁红波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526291985****001X
 100043112107023 王凯 电气工程学院 道路交通运输 4211271984****1714
 100043112107016 李力 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 4407841988****0911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证件号码

 100043112107015 韩宇辉 电气工程学院 道路交通运输 4104261975****0010
 100043112107017 王娟 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 6205031993****0325
 100043112107018 张晓鹏 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 1424211978****0012
 100043112107022 霍静怡 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 1309031994****1220
 100043112107025 孙国强 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 1310021989****0835
 100043112107024 朱冬进 电气工程学院 轨道交通运输 3209811984****3495
 100043112107019 赵明 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 3604031988****2438
 100043112107021 黄国胜 电气工程学院 轨道交通运输 3729011971****083X
 100043112107020 王连新 电气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技术 3715251990****5339
 100043112009145 林榕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4521291995****1635
 100043112009151 董建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202221986****6017
 100043112009169 安志强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426031980****3014
 100043112009172 宁卓越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2203021991****0628
 100043112009178 唐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4329301982****0325
 100043112009179 吴轩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5223211995****5545
 100043112009183 余楷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4401021993****2316
 100043112009188 吴佳佳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3401111990****8527
 100043112009194 孟徐菁华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306841994****0028
 100043112009199 杨赟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424331992****0428
 100043112009200 李珍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4502111991****1323
 100043112009202 李幻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4102041979****4010
 100043112009208 管磬馨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308231994****0060
 100043112009209 杨海梅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1502071994****5023
 100043112009214 范中健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3403211987****8256
 100043112110003 赵正阳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1309021993****1217
 100043112110004 薛海鹏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108041988****1510
 100043112110005 高峰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3724321981****0015
 100043112110006 陈睿哲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1303021994****0417
 100043112115001 张巧花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工程 1526241992****3628
 100043122106063 杨飞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1401021976****5271
 100043112106062 宋华用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3714271977****615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