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考院系 姓名

1 船舶工程学院 杨树涛

2 船舶工程学院 季林帅

3 船舶工程学院 李鹏

4 船舶工程学院 刘成名

5 船舶工程学院 刘鹤

6 船舶工程学院 刘洋浩

7 船舶工程学院 曲昭宇

8 船舶工程学院 涂建军

9 船舶工程学院 王金光

10 船舶工程学院 王旭刚

11 船舶工程学院 王占莹

12 船舶工程学院 张傲

13 船舶工程学院 张文君

14 船舶工程学院 张心悦

15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靳鹏程

16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刘宏利

17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刘志伟

18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王斐斐

19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于长帅

20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周琛

21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邓智伟

22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姜泽军

23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宋旸

24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高雾

25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贾地

26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李文达

27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刘晓刚

28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袁俊杰

29 自动化学院 毛锴

30 自动化学院 柏林

31 自动化学院 董楠楠

32 自动化学院 方鑫

33 自动化学院 胡铂

34 自动化学院 李冰冰



35 自动化学院 刘超

36 自动化学院 秦超

37 自动化学院 任哲达

38 自动化学院 孙捷夫

39 自动化学院 谭银朝

40 自动化学院 张磊

41 自动化学院 张隆辉

42 自动化学院 赵辉

43 水声工程学院 郭昆

44 水声工程学院 郭乔鹤

45 水声工程学院 胡园

46 水声工程学院 姜海洋

47 水声工程学院 刘一丁

48 水声工程学院 马鑫

49 水声工程学院 徐晓雨

50 水声工程学院 赵丽艳

5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常亮

5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房德智

5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韩旭

5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鲁广

5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吕书玉

5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跃

5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薛洪飞

5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于润众

5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魏勋

6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超

6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朱军

6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曹晓达

63 机电工程学院 付本帅

64 机电工程学院 郭延艳

65 机电工程学院 姜军

66 机电工程学院 李想

67 机电工程学院 李耀南

68 机电工程学院 孟祥林

69 机电工程学院 邢家轩



70 机电工程学院 余伟

71 机电工程学院 赵璇

72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包玉刚

73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刘亚南

74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马秀敏

75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王恒

76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吴昊

77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夏业儒

78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张广玉

79 经济管理学院 查锐

80 经济管理学院 郝全

81 经济管理学院 何扬

82 经济管理学院 李磊

83 经济管理学院 李宜函

84 经济管理学院 刘传斌

85 经济管理学院 倪惠莉

86 经济管理学院 邵明吉

87 经济管理学院 孙海洋

88 经济管理学院 田媛

89 经济管理学院 王乐乐

90 经济管理学院 吴亚琼

91 经济管理学院 张静

92 经济管理学院 赵媛媛

93 经济管理学院 许艳

94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李康

95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李政达

96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宋志涛

97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王硕

98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张天瑞

99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郑帅

100 理学院 矫佳庚

101 理学院 王娟

102 理学院 李蓓

103 理学院 刘庆欣

104 理学院 任艳东



105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万青

106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崔妍

107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志刚

108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吕行

109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辉

110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徐志辉

111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秀春

112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振国

1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曹岩

1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宝赫

1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炜

116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学英

1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胜男

118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孙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