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1 201630021841 汤恺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轻工装备及塑料模具）

2 201630021858 童桂超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工装备与控制工程）

3 201630042907 林梓欣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成型及控制）

4 201630054139 郑泽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5 201630065258 张宇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6 201630075400 郭俊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创新班）

7 201630085812 王淳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卓越双语班）

8 201630095934 蔡锐楷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制冷空调）

9 201630096511 许浩涛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车用发动机）

10 201639064511 李杰鑫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1 201730021437 高威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工装备与控制工程）

12 201730041459 洪星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高分子材料成型及控制）

13 201730053292 胡华辉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4 201730053421 李振聪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5 201730063406 马明辉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6 201730064489 张鑫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7 201730070404 梁靖康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卓越双语班）

18 201736023022 郑天翔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19 201766022392 严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轻工装备及塑料模具）

20 201766052351 蔡吉祥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21 201830010270 郭逸豪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2 201830020255 彭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轻工装备及塑料模具）

23 201830021047 郑晨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工装备与控制工程）

24 201830050382 雷岩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25 201830060305 郭浩锐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6 201830061364 王宇鑫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7 201830062231 郑星宇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8 201830080259 张力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机械类（创新班）

29 201836030111 兰沣卜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30 201836051017 林泓熠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31 201430740140 李燿成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32 201530121320 林志航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33 201530671313 王琼 建筑学院 建筑学

34 201530801291 朱佳学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35 201630128151 邓美慧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36 201730092048 黄扬峰 建筑学院 建筑学

37 201730101221 胡成霖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38 201730111121 王嘉颖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39 201830090159 陈屹寒 建筑学院 建筑学

40 201830100124 黄浩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41 201830100278 刘懿漩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42 201830110215 王小瑜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43 201630169888 范程凯 土木与交通学院 工程力学（创新班）

44 201630180814 熊景华 土木与交通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45 201630191322 高榛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

46 201630192046 庞振浩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

47 201630192152 苏辰龙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

48 201630192213 王福鑫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

49 201630203162 姚瑶 土木与交通学院 工程管理

50 201664149351 杨益钦 土木与交通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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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51 201664159459 曾坤 土木与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52 201730132188 邝伟浚 土木与交通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53 201730141142 吴丽莎 土木与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54 201730150472 倪萍 土木与交通学院 工程力学（创新班）

55 201730184446 廖汉阳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

56 201730187102 朱子寒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道路与桥梁工程）

57 201730390496 邵威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

58 201764191052 何婷恩 土木与交通学院 工程管理

59 201766172042 梅江鹏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

60 201830130268 吕传龙 土木与交通学院 船舶与海洋工程

61 201830150297 朱励一 土木与交通学院 工程力学（创新班）

62 201830170110 何宇航 土木与交通学院 水利水电工程

63 201830180157 陈浩龙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

64 201830181253 梁振宇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卓越全英班）

65 201830182045 邱鹏 土木与交通学院 土木工程

66 201830190330 谢嘉康 土木与交通学院 工程管理

67 201864140110 李涛 土木与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68 201630257202 陈邦栋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69 201630257370 陈永炜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70 201630257820 江佳佳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71 201630258520 谭咏雯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72 201630258827 徐依绵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73 201630269359 林中卡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卓越班）

74 201730254453 黄张金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75 201730255283 刘健安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76 201730255337 刘志鹏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77 201730261222 张鑫杰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卓越班）

78 201730281077 黄家荣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冯秉铨实验班）

79 201736255508 彭子瑶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80 201736272130 李玉辉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81 201766021418 范孝帅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82 201830251192 李承睿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83 201830252267 田庚辰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84 201830252427 吴和茂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85 201830260156 李政槺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卓越班）

86 201830271053 王一凡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87 201830280437 殷卓文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创新班）

88 201836250403 何思源 电子与信息学院 信息工程

89 201836271309 朱昊宸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90 201630302490 习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91 201630302544 杨玉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92 201630855521 全悟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93 201637312812 孔德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材料与元器件）

94 201664343704 陈俊龙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95 201666855373 李建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全英创新班）

96 201730292400 黄庆怡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97 201730302338 梁敬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98 201730311460 谢欣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材料与元器件）

99 201730331062 程齐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100 201730340453 肖关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101 201730431175 徐昌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全英创新班）

102 201736321081 焦飞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器件）

103 201830290054 陈心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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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104 201830290139 傅育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105 201830292034 钟思京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类（全英创新班）

106 201830301248 吴家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

107 201830310455 赵乐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材料与元器件）

108 201830320294 童逸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器件）

109 201830890056 胡程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110 201836330037 洪兴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化学

111 201864890428 钟婧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112 201630364986 王唯嘉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13 201630375432 梁华润 化学与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114 201630386322 于淳旭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15 201630407201 杨康铨 化学与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116 201630407218 杨志豪 化学与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117 201666386396 周熊阳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18 201730370191 林广源 化学与化工学院 制药工程

119 201730382132 梁苑欣 化学与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120 201730390410 莫文湖 化学与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121 201730391349 佘逸琦 化学与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122 201736383034 赵子昱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类（创新班）

123 201765362222 丁茂峰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4 201830370367 王长杰 化学与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125 201830380205 张博 化学与化工学院 化学类（创新班）

126 201630438946 雷智惠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

127 201730431267 张诗曼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轻化工程

128 201730440337 叶敏瑜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资源环境科学

129 201830420208 张耕晨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资源环境科学

130 201630418177 邢旭普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31 201730412174 毛雨竹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32 201730412242 盛倩茹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33 201730413171 周奕辰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34 201730422180 胡颖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35 201830391263 袁诗琪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136 201630461340 张晓怡 数学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37 201637450200 李宗广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38 201665471680 张吉应 数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39 201730471171 席江超 数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40 201730480456 张伟豪 数学学院 数学类（创新班）

141 201736451399 李世哲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2 201736452402 熊逸飞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3 201765460102 陈晓璇 数学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44 201830430146 董洁阳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5 201830450045 陈志成 数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146 201830460204 杨嘉 数学学院 数学类（创新班）

147 201836430362 李想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8 201630503316 卓思超 物理与光电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

149 201639503034 王深 物理与光电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

150 201736502114 刘朝铸 物理与光电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

151 201764491213 杨子灏 物理与光电学院 应用物理学

152 201766490481 李冠良 物理与光电学院 应用物理学（严济慈英才班）

153 201830490249 杨杰 物理与光电学院 应用物理学（严济慈英才班）

154 201836470368 张子昊 物理与光电学院 应用物理学

155 201630556862 徐力源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

156 201630708285 方琪源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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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157 201630719403 陈曼莲 经济与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

158 201630719502 邓耀明 经济与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

159 201630720904 袁浩轩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

160 201630721000 郑聪 经济与贸易学院 物流工程

161 201630741602 林晨虎 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2 201630762386 李科函飞 经济与贸易学院 旅游管理

163 201630772538 方洪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全英班）

164 201664417801 廖润永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学

165 201730700400 林玉玲 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6 201730700431 刘雅欣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学

167 201730710317 郭亚飞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

168 201730711482 王欣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

169 201730720491 丘润文 经济与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

170 201730750429 房美佳 经济与贸易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171 201730780297 林枫华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学（创新班）

172 201765730281 雷明天 经济与贸易学院 物流工程

173 201830711023 李泳珺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

174 201830711313 莫敏贤 经济与贸易学院 金融学

175 201830720469 王雨琪 经济与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

176 201830750329 周思霄 经济与贸易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177 201830760199 林炜皓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学

178 201830770266 冼家进 经济与贸易学院 经济学（创新班）

179 201836700212 黄乐瑶 经济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80 201866730296 刘超 经济与贸易学院 物流工程

181 201630010371 陈良玮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82 201630621089 邓树乐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83 201630621829 刘思成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84 201630622161 王子涵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185 201630622215 吴武威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86 201666149113 李竞宜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87 201730171187 陈志乐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88 201730643363 蔡泽凯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89 201730661411 余菲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190 201730790326 马奕然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91 201830611309 林皓艳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92 201830612467 杨煜清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93 201830612504 余政铭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

194 201830620226 杨宇强 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 自动化（创新班）

195 201530621073 黄仕嘉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6 201630438984 李闻笛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英联合班）

197 201630588436 杨凌云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英创新班）

198 201630600312 钟汉兴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99 201630610632 马骁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200 201730601066 郑炜城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英创新班）

201 201730612413 陈烔晖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 201730613106 郭俊豪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3 201730621149 金育妍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204 201730631209 林仕居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英联合班）

205 201730631346 谭耀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206 201830570149 黄宗达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英创新班）

207 201830581404 宋浩瑞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全英联合班）

208 201830582180 叶劲亨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9 201830582333 郑俊豪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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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院系 专业

210 201830590314 王一帆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211 201836600284 秦浩然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安全

212 201630096368 邱皓萌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3 201630213796 郭泰亨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4 201630214120 黎俊文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5 201630214359 梁炜焜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6 201630214441 林荣锐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7 201630226024 周遥 电力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核电站方向）

218 201630236306 奚圣羽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219 201630247050 易文俊 电力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220 201730204410 丁巧宜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21 201730206162 楼航船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22 201730208074 钟康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23 201730220489 胡嘉铭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224 201730241163 熊志进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3＋2中澳班）

225 201730430079 曹成志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26 201766211062 叶红模 电力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核电站方向）

227 201830203313 杨梓晴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28 201830204129 周鹏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29 201830210328 李思洋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230 201830211141 严颖诗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班）

231 201830220235 巨天成 电力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232 201830220501 伍思朗 电力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233 201830230388 周钱雨凡 电力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3＋2中澳班）

234 201830240097 李江涵 电力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235 201630834809 熊一娇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236 201630845126 覃静欣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237 201630865711 陈亮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制药

238 201730851287 郑艺圆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制药

239 201764841360 钟晓蕴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240 201830880484 李淑桦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科学类

241 201630793205 王杰元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科学

242 201630813958 任雪樵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工程（全英班）

243 201730790418 庄叶游 环境与能源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44 201730811151 谭拓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工程（3＋2中澳班）

245 201764790385 钟文烨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科学

246 201830790127 田煜程 环境与能源学院 环境工程（3＋2中澳班）

247 201630664451 黄彬彬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48 201630664581 贾宇然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49 201630664611 解坤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50 201630666325 张媚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51 201630666585 朱浩锋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卓越班）

252 201636021678 刘博安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53 201730681105 曹隽逸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54 201730683055 林梓成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55 201730683109 刘立钊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卓越班）

256 201730685257 庄培溪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57 201730686315 林晖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3＋2中澳班）

258 201736012460 刘玉琪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59 201765761285 叶劲辉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60 201830020071 邓景良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卓越班）

261 201830662226 莫文仪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62 201830662332 宋世仁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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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201830664169 郑冰升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264 201830671044 伍华明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卓越班）

265 201830680053 邓耀铭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3＋2中澳班）

266 201630214595 卢佳亮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业工程

267 201630534235 刘欣宜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会计学

268 201630545378 苏润彤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市场营销

269 201630545392 谭学雯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财务管理

270 201630803683 吴雨璐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71 201630948896 胡锦亚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

272 201638523675 马弘寅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体尖）

273 201730721177 许彦成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会计学

274 201730862047 史佳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国际班）

275 201738540428 臧昱程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体尖）

276 201830510350 罗怡婷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会计学

277 201830522261 赵广明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类

278 201830522377 朱嘉琪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类

279 201838500056 杜思颖 工商管理学院（创业教育学院） 工商管理（体尖）

280 201630556381 李风山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81 201730573356 朱博宇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82 201830540180 靳乐怡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83 201830540418 邱宇垚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284 201630567288 李泓逸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85 201630577508 陈竹思绵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86 201730580064 洪晶晶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87 201730592449 郑一菲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88 201830560027 陈思宇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89 201630948711 曹笑语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

290 201630949176 苗晓雪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

291 201630959816 骆晖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知识产权

292 201630960126 林秀英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卓越法律班）

293 201730940295 单浩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知识产权

294 201730950447 欧阳铭斯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卓越法律班）

295 201736933222 沈鸿艺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

296 201830901325 卫冬悦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

297 201830901509 于一涵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法学

298 201630876502 潘雨荷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299 201630876830 张小芳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300 201630886952 陈泳澜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告学

301 201630897446 于北辰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302 201730861330 季思岑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303 201830810221 林炘铭 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

304 201864830318 郑子楠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305 201630917809 邓邹玉娃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306 201730901487 刘昕宇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307 201830851033 吴梓熔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308 201830851057 谢雯君 艺术学院 音乐表演

309 201830860080 黄欣琪 艺术学院 舞蹈学

310 201630653479 冯玥斐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311 201730671250 王小天 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

312 201630970897 张雅惠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313 201630981114 黄婷婷 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14 201630991755 龙思颖 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315 201730961276 陈岱琳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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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201730962013 林伊霞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317 201730971169 高雨晴 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18 201730971459 王泽君 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19 201830930080 杜靖源 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

320 201830940454 杨浩浩 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21 201830950248 林哲戎 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322 201630687023 郭煜升 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323 201836690285 陆思妤 医学院 医学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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