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 备注
101281006001497 崔亚强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00 马宁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01 王家琪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02 翟景宇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07 李剑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10 樊宇峰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13 陈炳男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19 刘新宇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556 窦志伟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6001494 宋伟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06001503 那木日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04000924 杨忠宇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4000958 张翔宇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6001480 姚艳阳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6001484 闫晨曦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6001564 李汶轩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9001958 苏祺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9001969 赵浦岐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9001973 游戈屹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101281007001586 白鹭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101281007001609 陈昊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101281007001658 刘昀逸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00 徐锦杰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01 柳敏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06 郭思琪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11 许景鑫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14 岳玉萍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21 冯然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29 王杰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31 孙雅茹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36 李思霞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38 接美玉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全日制
101281013001130 秦泽源 080804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全日制
101281013001118 张钰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全日制
101281013001243 张炜 080802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全日制
101281001000523 郭志恒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1000526 王若松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1000528 单文轩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1000529 韩文辉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1000530 宋鹏飞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1000534 董航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24 李振超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27 叶青平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35 郭少东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638 王嘉泰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39 韩国英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640 高文军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669 任家琪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79 刘慧鑫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80 曹宇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83 白倩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85 马赫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91 李佳根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93 李啸峰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94 思雨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98 程诚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699 陈俊楠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701 孙佳琦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11 赵晓燕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13 庞子豫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19 刘恒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721 陈宙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22 郝佳杰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741 郝宇峰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744 曹寅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46 宋小炎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751 何嘉彬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53 郭星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759 王嘉泰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80 安琪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93 师誉荧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95 王荟贤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99 李衡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8000800 徐国新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01 张雅妮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03 王凯江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12 姜明星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19 黄玉民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27 武丹丹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28 李正豪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30 杜思艾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32 秦振楠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33 赵彩梅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34 李毅伟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36 刘浩楠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41 廉新宇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45 贺佳欣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48 张博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49 王楠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50 郝越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51 李苏和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52 李静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53 杜强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54 卢旭航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58 金聪颖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61 陈宇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62 纪寅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63 刘凡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67 赵伟作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78 李鑫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88 宋佳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93 罗章正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96 孙晓华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98 杜广振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903 田世浩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904 张强羽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906 韩子萌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3000907 赵飞飞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3002045 焦杰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3002054 张志明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3002055 兰雪琦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3002058 梁云龙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3002072 郭文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13002073 李绪 085400 电子信息 全日制
101281004000911 吴剑宇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4000914 格格塔娜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4000916 董磊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5001008 侯卜瑛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5001012 高帆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5001047 李承泽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5001053 熊伟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5001055 徐睿婕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5001056 杭小蓉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05001058 邢志泰 080700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全日制
101281015003406 秦雨宁 035102 法律（法学） 非全日制
101281015003390 吴明霞 035102 法律（法学）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3392 图雅 035102 法律（法学） 非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3414 哈斯塔娜 035102 法律（法学） 非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3283 李恒庆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101281015003308 蘧帅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101281015003315 徐飞婷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101281015003304 付兴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3311 王蒙 035101 法律（非法学）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14 赵晓倩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31 张丰 055100 翻译 非全日制
101281012000133 于佳丽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36 赵雪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38 张雨晨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42 郭美园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43 伊瑟泰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47 宋萍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52 尉艳梅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53 邢佳妮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55 郑永林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59 张敏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60 王浩波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64 董乐 055100 翻译 非全日制
101281012000173 段如焘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74 张永超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76 郑玉婉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77 吴娜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81 万欣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1281012000123 心雨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24 云春玲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25 刘坤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26 艾蓉娜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46 张萨日娜 055100 翻译 非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54 乌日古木拉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56 额尔登其木格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62 色龙嘎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67 武祯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2000161 王国廷 055100 翻译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2000168 温瑾 055100 翻译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8003099 郝建龙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08 冯浩宇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13 王画迪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24 李炎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38 李洋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41 高玉豪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43 谢婷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51 郭本英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70 杨书瑶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84 王晓东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192 牛博聪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215 赵建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217 任耿标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234 孟飞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243 李珍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247 袁硕彬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265 杨文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8003267 丁旭冉 125601 工程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7001582 郝帅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588 刘燕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590 焦丹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657 李梦茹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101281010002131 蔡福昊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32 柴蕴桓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34 郭鹏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38 孔涵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40 王井伟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45 白雅儒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46 郝志伟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47 焦少蓉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48 田婷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53 薛慧慧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54 安然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60 沈兴华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66 汪鹏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77 郝龙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188 张娜嘉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06 杨新嵛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08 王浩威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09 李佳恩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11 康丽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12 刘宇婷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29 云晨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33 王婧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44 翁雪梁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65 刘佳成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75 和晶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283 段瑞婕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02 杨强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08 苟佳宇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09 王丹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15 徐宛婷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42 范玮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71 于岚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84 鲍婷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394 马志力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20 张笛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21 魏莉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57 杨艳艳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61 郭彦博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72 冯明山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75 袁慧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79 张鑫磊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482 刘凯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01 赵志杰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07 褚安格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08 张旗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19 董文鑫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29 李博元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35 陈东旭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50 李静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51 薛清清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60 谢雨露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74 庞国栋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592 白汗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00 梁晓燕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07 尹煜婷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13 贾佩轶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18 杨正卿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19 孙振昊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32 黄璐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34 孙明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41 张钟月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51 李智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70 郝容德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10002684 郭俊龙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101281007001642 鲁明春 120200 工商管理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0002386 高博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0002567 郝月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0002582 赵宇博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0002585 马海啸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0002631 倪浩瀚 125100 工商管理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7001573 樊露露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578 王晨曦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587 王聪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592 张婷婷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594 张英杰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595 高云红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629 张乃华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636 白博涛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641 王燕燕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661 葛昕曈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669 陈嘉欣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1650 黄鑫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07001663 孟雪婷 1204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04000923 徐云飞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4000937 张广阳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4000947 王勇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4000981 宋禹昕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4000982 李璐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4000991 崔文静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4001001 刘志伟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5001443 孙燕佳 083002 环境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5001448 王佳瑞 083002 环境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5001451 吕金鑫 083002 环境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5001455 陈琳啸 083002 环境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365 杨溥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366 王志国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367 李东阳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368 杨波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390 岳星宇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397 郭卓越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05 陈佳栋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12 罗鹏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13 尹宏飞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14 王鹏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15 韩刚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16 张建强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65 丁强强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86 王福鑫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87 邹军伟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88 蔡承昌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89 时浩翔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493 张鑫海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504 马林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505 朱均达 085500 机械 全日制
101281001000372 车国华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392 郑晓华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402 张泉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424 白李波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433 郭嘉钰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443 张鹏峰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472 范志文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1000491 季明辉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3000650 王锡铭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34 李晓菁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66 李瑛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96 孙春晓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3000797 孙跃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1281003000805 刘明箫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1281014000182 徐庆争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183 牛艺霖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186 杨婷婷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188 李果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192 张兆涵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197 刘宁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08 张露曦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09 王星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12 冀涛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13 张珂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16 袁鑫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17 张雯琪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19 刘姣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24 高月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27 孟江涛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28 刘然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29 丁静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30 潘子晨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32 孙子璇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35 杨船申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38 郭勇强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39 安佳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41 魏炜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42 高鹏飞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43 裴茹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44 黄德智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45 郝芳宇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47 李原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50 于文婧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54 刘杨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55 周文博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56 秦金辉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58 李洋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61 乌润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62 李昀燊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67 高凯峰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69 王昀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70 倪明明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74 宗欣冉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76 王士港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79 崔美佳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81 李优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82 张黎雯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83 王钰霏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84 魏世林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85 廖子杨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86 吴金升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88 崔洋溢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90 尹欢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91 蒋宇俊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92 刘云昊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93 杨锦薇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94 徐蕊 0851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296 蒲云云 081300 建筑学 全日制
101281008001911 刘永波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13 王浩东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18 李妍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31 孙海涛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34 刘志强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35 靳林海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37 李金成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41 于洋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43 陈乐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51 吴远翔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8001953 刘军伟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19002112 郝志伟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19002114 蒋金成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19002116 曹林东 086100 交通运输 全日制
101281005001471 鲍鑫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8001933 纪德智 082300 交通运输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7001585 白冬霞 020204 金融学 全日制
101281007001632 张奇 020204 金融学 全日制
101281007001633 张益萎 020204 金融学 全日制
101281013002048 刘文淼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2000584 刘桥 080100 力学 全日制
101281002000597 付子聪 080100 力学 全日制
101281011002016 苏日嘎娜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1281011002027 王正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1281015002090 苏立德 030400 民族学 全日制
101281015002092 王晓慧 030400 民族学 全日制
101281005001005 牛大川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5001006 刘少坤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18 祁星朝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19 李晓雷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20 王强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23 杨宇昕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25 苏日力格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33 徐宏亮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65 郭旭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67 苏昊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68 杨斌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75 夏学敏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05001081 张剑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084 徐航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087 张维昊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03 李佳星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06 苏号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17 曹银海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21 祁国龙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25 冀明明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26 白雪青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27 方祯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35 李忠阳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58 翁旭伟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160 井泽锋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61 张小龙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185 陈晓宇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190 王羿超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197 杨家宝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3001198 崔鹏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202 王鑫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215 王佳桢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218 岳恒功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241 李燃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42 张润宗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61 王睿兴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62 李思远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63 郭建华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66 薛世鹏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70 张宇琦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71 朱彦达 085800 能源动力 非全日制
101281013001277 李文杰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83 金都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295 高泽天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03 董文婷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31 田进择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42 桑盛鹏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48 韩小宇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52 刘宇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54 王会东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84 刘泽楠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86 鲁亚楠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94 贺日星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396 杨旭东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00 曾悦程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05 张祥祥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06 王舜彦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10 赵雪灏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15 王然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21 黄永翔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22 谢波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23 郅程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28 张宁宁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101281013001429 李凯 085800 能源动力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4000342 赵雪锋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47 张靖怡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1281001000354 张甜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1281009001976 吴丹妮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1281014000343 邢妍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0005 韩晓宁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101281015000007 杨勇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101281015000024 宿蕊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101281015000025 康天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26 郅子晗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101281015000037 杜晓丹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39 张斯静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101281015000042 刘思聪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45 高蓉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46 杜娟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51 王鹤琦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73 施雪妍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101281015000085 杨佳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89 王艳雯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91 尹冠今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5000094 袁媛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95 陈麓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97 王凌宇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98 王禹棋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99 李亚洁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100 刘洋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101 杨堃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15000102 赵璇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104 姜鉴卓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106 郑璐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108 翟梓炜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1281015000010 乌恩其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0015 侯雨萌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0028 韩曙花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0047 乔嘉宇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0055 于晓花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0107 郝智博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5000071 陶文 035200 社会工作 非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2000539 刘薇 070100 数学 全日制
101281002000551 张岚芳 070100 数学 全日制
101281002000557 邵杭兵 070100 数学 全日制
101281002000546 昂给鲁玛 070100 数学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1001997 张政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1281011002008 金萌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1281011001993 于敬茹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11002005 曹丽茹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02000563 郭璞 071400 统计学 全日制
101281008001682 迟清国 081400 土木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8001815 孙尚杰 081400 土木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8001892 郭静 081400 土木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8001893 丁怡 081400 土木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8001670 王瑛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674 任荣鹏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681 邢家伟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687 宋永明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695 刘洋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699 燕伟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02 杨昊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03 郑林冲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08 张天然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09 张文秀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11 闫宝朋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20 王鹏飞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27 郭增平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36 王鑫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37 王辰昊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38 刘永超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58 张健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60 毛胜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61 唐吉思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66 李志浩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67 门劲松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72 郭鑫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74 张璐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76 刘聚夫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81 杨耀光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88 包媛媛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796 苏日力格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02 孙浩杰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03 马小龙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8001804 党颖泽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06 李晓敏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12 武皓杰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16 马春宇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17 王世伟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32 高炯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33 张凌皓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34 李传华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35 李德熙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45 孟庆聪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63 崔凯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65 吕海旭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69 张珊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71 孙海鑫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81 马晓栋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882 吕靖宇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8001900 刘超 085900 土木水利 全日制
101281002000610 陈婵 070200 物理学 全日制
101281002000612 张汉叶 070200 物理学 全日制
101281002000614 王轲 070200 物理学 全日制
101281002000615 白雪飞 070200 物理学 全日制
101281007003037 孙天石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7002858 刘浩楠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7002801 韩震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

101281007002884 邬学琴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98 孙继威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69 解雅楠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93 关露露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11 宋述鑫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12 王慧芳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43 张舒倪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68 闫景菲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26 裴超峰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64 马振皓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88 胡安华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3005 赵雪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3057 王家晖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41 史学伟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87 孙娜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77 何铭文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82 樊畅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80 吴楠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89 任宏娣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57 刘春燕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96 丁杰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10 闫雅苹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60 吴瑶瑶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55 兰宇翔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27 朱玉梅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04 徐超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72 郭昕冉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25 何金华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79 李娇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79 赵慧敏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91 庄家乐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53 任丽静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99 张锴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3052 李功懿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71 冀英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11 赵月圆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76 佟雪飞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09 曹恒利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26 张文雪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22 尚洲金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41 霍雨佳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94 岳丹凤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25 汤云飞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97 訾春浩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3006 王心桥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11 葛月圆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769 郭燕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53 王宇轩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3054 段淏文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856 张宇超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75 于超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7002903 周树云 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全日制
101281003000884 王志永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
101281003000856 郭星言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全日制 一志愿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101281005001453 马尚彬 085700 资源与环境 全日制
101281005001464 彭子淳 085700 资源与环境 全日制
101281005001469 于学政 085700 资源与环境 全日制
101281017002100 郭明星 085700 资源与环境 全日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