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分院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1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44 陈冰洁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2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02 程欢利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3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03 杜思静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4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53 焦李瑞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5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19 刘兴雨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6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71 王紫娟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7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33 杨姝潍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8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34 杨雨璇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9 公共服务分院 2016031139 张雪珂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1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135 艾美林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09 曾建霏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748 陈巧玲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140 谌依利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82 程强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548 邓雨琪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348 高守文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20 苟嘉悦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88 郭融蓉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079 何雅兰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757 何钰澄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080 何臻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23 胡阳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352 胡珍妮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286 贾正芬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834 蒋柳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96 况思汗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32 李文杰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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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766 李鑫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2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295 廖娟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772 刘磊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433 刘舒月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705 刘言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029 刘怡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40 罗靖宇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099 罗莹峰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219 莫锟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303 潘妮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306 秦小玉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3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45 邱健悦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307 宋利川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444 宋心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451 文虹力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047 伍梦颖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123 余柯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71 张正乐 男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400 赵斯琦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676 朱丽佳 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830 胡娟 女 汉语

4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909 李杭杭 女 汉语

5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912 李思璇 女 汉语

5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4603 李晓艳 女 汉语

5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219 孙书婷 女 汉语

5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888 朱心茹 女 汉语

5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976 黄思铭 男 酒店管理

5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994 任广龙 男 酒店管理

5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999 童宋美 女 酒店管理



5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000 汪林 男 酒店管理

5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087 张佳鑫 女 酒店管理

5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5927 张鑫怡 女 酒店管理

6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094 周子豪 男 酒店管理

6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029 左杨 女 酒店管理

6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103 杜思静 女 老年服务与管理

6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200 高鑫蓉 女 旅游管理

6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205 黄世萍 女 旅游管理

6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292 夏鑫 女 旅游管理

6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293 肖徐 男 旅游管理

6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126 陈欢 女 学前教育

6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247 陈雪梅 女 学前教育

6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703 陈妍羲 女 学前教育

7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947 代珺玲 女 学前教育

7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252 付家瑜 女 学前教育

7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832 何月 女 学前教育

7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203 李琴 女 学前教育

7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847 罗婷婷 女 学前教育

7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728 毛攀娇 女 学前教育

7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391 漆欣雨 女 学前教育

7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801 王智 女 学前教育

7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046 吴苛仪 女 学前教育

7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287 吴霞 女 学前教育

8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987 熊佳 女 学前教育

8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350 颜瑜 女 学前教育

8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080 杨梦婷 女 学前教育

8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6488 杨爽 女 学前教育

8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266 周利 女 学前教育

8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818 周雅婷 女 学前教育



86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940 周姚池 女 学前教育

87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819 祝镱源 女 学前教育

88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1099 陈静 女 应用英语

89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416 丁苗 女 应用英语

90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0432 林娟 女 应用英语

91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434 刘思雨 女 应用英语

92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438 罗月姗 女 应用英语

93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439 潘亚昕 女 应用英语

94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447 谢潇锋 男 应用英语

95 公共服务学院 2016032454 袁思雅 女 应用英语

96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962 严晓鹏 男 测量

97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4882 何升隆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98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531 李海强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99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492 刘欣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0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1275 罗浩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1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499 彭佳乐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2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965 唐倩 女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3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522 岳祥林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4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605 周程军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5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536 朱永佳 男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06 建筑工程学院 2014031961 曹熙汶 男 工程造价

107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051 奉香霖 女 工程造价

108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933 李凡 男 工程造价

109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694 李月 女 工程造价

110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005 刘川男 男 工程造价

111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813 刘玥 女 工程造价

112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887 罗雄 男 工程造价

113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756 罗雪 女 工程造价

114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817 聂敏 女 工程造价



115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702 潘家棋 男 工程造价

116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076 潘亭 女 工程造价

117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819 彭高超 男 工程造价

118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711 唐照旭 男 工程造价

119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1500 万宗青 男 工程造价

120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891 王治国 男 工程造价

121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720 杨锴 男 工程造价

122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1508 杨爽 男 工程造价

123 建筑工程学院 2014031881 杨懿 男 工程造价

124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4043 杨越 男 工程造价

125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965 姚欣慧 女 工程造价

126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032 殷超群 女 工程造价

127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6803 余浩 男 工程造价

128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098 余洪亮 男 工程造价

129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839 岳一览 男 工程造价

130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102 张晓芸 女 工程造价

131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841 张雨晴 女 工程造价

132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907 章梅鑫 女 工程造价

133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975 周瑞 男 工程造价

134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861 胡燕萍 女 工程造价(广联达)

135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2121 郑皓月 女 工程造价(广联达)

136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252 丁持恒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37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120 何金键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38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190 何兴建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39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370 景疆蒙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0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263 李果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1 建筑工程学院 2014032125 刘畅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2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141 梅杰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3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152 王冬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4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4092 王辉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5 建筑工程学院 2013031607 谢伟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6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403 张桥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7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349 张思博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8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405 赵浩浩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49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174 赵垣林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50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297 郑小松 男 建筑工程技术

151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266 梁隆韬 男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152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382 吕蔚雨 男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153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331 田拉 女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154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387 瓦西伍果 女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155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416 陈未 男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56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4580 杨欢 女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57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443 范校良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58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4734 高彬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59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471 马科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60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574 陈毅 女 物业管理

161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580 何邱梅 女 物业管理

162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588 李成功 男 物业管理

163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549 涂奕薇 女 物业管理

164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553 王韬 男 物业管理

165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613 吴春艳 女 物业管理

166 建筑工程学院 2016033562 杨俊基 男 物业管理

16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806 陈柏锦 男 电子商务

16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865 陈宇 男 电子商务

16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750 丁琳 男 电子商务

17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924 杜长松 男 电子商务

17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872 何佳淋 男 电子商务

17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699 黄廉博 男 电子商务



17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821 李港 男 电子商务

17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703 李静洁 女 电子商务

17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704 李美霖 女 电子商务

17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648 廖馨 女 电子商务

17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57 刘朝坤 男 电子商务

17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32 刘帅 男 电子商务

17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890 蒲俊臣 男 电子商务

18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719 任泯香 女 电子商务

18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40 唐倩 女 电子商务

18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782 王俊杰 男 电子商务

18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840 王乔石 男 电子商务

18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674 杨金松 男 电子商务

18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677 杨云川 男 电子商务

18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910 易翔 男 电子商务

18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3803 周麒 男 电子商务

18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45 朱磊 男 电子商务

18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5248 邹冰洋 男 电子商务

19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56 鲍奕辰 女 会计

19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00 邓媛媛 女 会计

19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242 董鹭鹭 女 会计

19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303 杜婷 女 会计

19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03 冯俊雯 女 会计

19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25 韩玉峰 男 会计

19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28 黄丽燕 女 会计

19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91 黄永林 男 会计

198 经济管理学院 2014033447 贾思奇 男 会计

19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30 景芳 女 会计

20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251 孔林雄 男 会计

20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73 李茂 男 会计



20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78 刘熙 男 会计

20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99 刘弋维 女 会计

20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264 蒲琳娜 女 会计

20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85 祁若雨 女 会计

20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44 谯宏 女 会计

20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328 孙浩天 男 会计

20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31 王婧绎 女 会计

20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93 王澜 女 会计

21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217 夏华 男 会计

21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277 肖武地 男 会计

21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220 谢程 女 会计

21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338 熊慧怡 女 会计

21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343 杨钦发 男 会计

21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401 杨双梦 女 会计

21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02 杨洋 女 会计

21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104 尹祖利 女 会计

21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226 雍懿玲 女 会计

21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350 张琪 女 会计

22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90 张鑫 男 会计

22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875 张雨 女 会计

22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0817 陈丹 女 金融管理

22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98 苟晓 女 金融管理

22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49 黄缘鸢 女 金融管理

22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496 李秋瑶 女 金融管理

22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58 刘茂林 女 金融管理

22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64 皮倩 女 金融管理

22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450 谭燕梅 女 金融管理

22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453 王朝敏 女 金融管理

23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72 王茂安 男 金融管理



23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519 辛阳 男 金融管理

23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06 张晏瑞 男 金融管理

23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07 张瑜 女 金融管理

23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476 邹雨芮 女 金融管理

23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337 蒋雪蓉 女 人力资源管理

23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0838 李青红 女 人力资源管理

23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355 钱淼鑫 男 人力资源管理

23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364 王一宇 男 人力资源管理

23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373 薛小峰 男 人力资源管理

24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380 杨婷 女 人力资源管理

24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384 余林娟 女 人力资源管理

24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394 周柔 女 人力资源管理

24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526 成春霖 男 市场营销

24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587 程伟 男 市场营销

24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657 胡夏莲 女 市场营销

24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476 蒋永松 男 市场营销

24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478 李丹 女 市场营销

24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549 卢敏 男 市场营销

24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081 罗天雨 男 市场营销

25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614 彭朝旭 男 市场营销

25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5168 杨博睿 男 市场营销

25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510 叶玲 女 市场营销

25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632 张极 男 市场营销

25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516 赵泓霖 男 市场营销

25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638 钟沛倪 女 市场营销

25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22 王霞 女 税务

25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730 邓永琪 女 物流管理

25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1898 李冲 男 物流管理

25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72 梁湄奉 女 物流管理



260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754 刘莎 女 物流管理

261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77 刘翔文 男 物流管理

262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24758 毛俊杰 男 物流管理

263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760 毛婷婷 女 物流管理

264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80 莫媚 女 物流管理

265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82 冉益 男 物流管理

266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689 王健虹 女 物流管理

267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708 杨璐 女 物流管理

268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719 钟钰婷 女 物流管理

269 经济管理学院 2016034799 朱红玮 女 物流管理

27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98 代金洁 女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833 李沁洋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839 刘松岭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849 唐嗣钧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11 王浩然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13 徐晨曦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21 余林峰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25 张旭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050 张召维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27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94 车俊言 男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33 陈茂源 男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596 陈雪琳 女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14 李亦宸 男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39 杨虹 女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81 袁婷 女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48 张涛 男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985 张益 男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53 赵祥虎 男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2123 朱虹蔓 女 汽车营销与服务



28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121 蔡文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59 曹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60 陈嘉园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252 程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15 程卓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66 何江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25 蒋恒彬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42 荣君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08 谭利威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093 万世荣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29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48 王俊宗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0180 王壮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164 夏继龙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18 向银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105 杨波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233 杨帆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18 叶升广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2967 游传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00 余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544 余松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0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10 朱法权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1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12 邹建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1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53 姜琦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

31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1125 陶友福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

31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159 王涛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

31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52 黄建平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31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510 刘江平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31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73 伍成健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31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530 杨浩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31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80 杨磊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31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83 喻祥斌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32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535 张刚 男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32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13 戴治豪 男 软件技术

32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15 杜承恩 男 软件技术

32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82 冯裴 男 软件技术

32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255 伏成 男 软件技术

32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3813 郭锐 男 软件技术

32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554 韩强 男 软件技术

32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84 何金阳 男 软件技术

32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20 何政欣 男 软件技术

32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750 侯杰超 男 软件技术

33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558 黄诚涵 男 软件技术

33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91 江雨婷 女 软件技术

33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823 李鑫 男 软件技术

33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827 刘炟 男 软件技术

33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828 刘泓杉 男 软件技术

33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36 刘文杰 男 软件技术

33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767 罗文豪 男 软件技术

33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3079 宋慧 男 软件技术

33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779 王涛 男 软件技术

33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590 熊文 男 软件技术

34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656 杨彪 男 软件技术

34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3675 杨丽媛 女 软件技术

34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598 袁伦彬 男 软件技术

34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859 张权 男 软件技术

34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799 钟薇 女 软件技术

34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866 左路寅 男 软件技术

34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882 郝鸿 男 物联网应用技术



34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887 黄灵 女 物联网应用技术

34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10 王清 男 物联网应用技术

34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19 杨露 女 物联网应用技术

35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28 赵雨峰 男 物联网应用技术

35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30 周家璇 男 物联网应用技术

35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34 曹刚 男 新能源汽车技术

35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49 谷湘 男 新能源汽车技术

35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58 黄毅 男 新能源汽车技术

35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62 蒋松伯 男 新能源汽车技术

35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346 唐宇 男 新能源汽车技术

35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998 向凯 男 新能源汽车技术

35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031 李嘉文 男 信息安全与管理

35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081 马华辛 女 信息安全与管理

36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042 沈鸿书 男 信息安全与管理

361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043 唐琴 女 信息安全与管理

362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094 向万里 男 信息安全与管理

363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5477 严聪 男 信息安全与管理

364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4084 喻源 男 信息安全与管理

365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100 张曾尊 女 信息安全与管理

366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112 陈治宏 男 移动通信技术

367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125 蒋虹旭 男 移动通信技术

368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131 李宗臻 男 移动通信技术

369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162 杨柳 女 移动通信技术

370 汽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036170 张雨亭 女 移动通信技术

371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255 李骁骁 女 广告设计与制作

372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271 唐雪庭 女 广告设计与制作

373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294 丁丽 女 环境艺术设计

374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295 杜莹 女 环境艺术设计

375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303 李红 女 环境艺术设计



376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366 王碧妮 女 环境艺术设计

377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374 严菊 女 环境艺术设计

378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330 杨雨洁 女 环境艺术设计

379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379 袁茂 女 环境艺术设计

380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498 陈璐 男 建筑室内设计

381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666 胡再祥 男 建筑室内设计

382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456 黄洪 男 建筑室内设计

383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667 黄琴 女 建筑室内设计

384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411 李莹婷 女 建筑室内设计

385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827 牛弋杭 男 建筑室内设计

386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637 王良 男 建筑室内设计

387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429 肖西茂 男 建筑室内设计

388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541 杨欣欣 女 建筑室内设计

389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490 游无越 男 建筑室内设计

390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436 张国惠 女 建筑室内设计

391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600 张艳琪 女 建筑室内设计

392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441 周阳红 女 建筑室内设计

393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263 彭诗瑶 女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394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717 向枫 男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395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753 唐博文 男 艺术设计

396 艺术设计学院 2016036334 张耀 男 艺术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