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部(院) 毕业专业 拟录取专业

1 17114214 由梦涵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智能建造

2 17027424 卞策 信息学部 电子科学与技术 智能建造

3 17061103 李伯皓 理学部 应用物理学 智能建造

4 17167301 尹晓涛 艺术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智能建造

5 17167114 张家豪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 智能建造

6 17142108 许仟 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智能建造

7 17020303 卢万泽 信息学部 自动化 智能建造

8 17162214 钟佩容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智能建造

9 17162220 高梦媛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智能建造

10 17030314 霍佳琪 城市建设学部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智能建造

11 17027216 尹新园 信息学部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智能建造

12 17162213 吴素珍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智能建造

13 17027320 杨宇飞 信息学部 电子科学与技术 智能建造

14 17053220 张家璇 环境与生命学部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智能建造

15 17024308 李丹 信息学部 通信工程 智能建造

16 17053127 李志 环境与生命学部 能源与动力工程 智能建造

17 17020210 冯宇 信息学部 自动化 智能建造

18 17010212 崔荣朋 材料与制造学部 机械工程 智能建造

19 17115307 刘惠羽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 17113025 郑秋霞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 17113007 谷睿涵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2 17071125 季明欣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3 17072023 李夏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4 17027227 张浩若 信息学部 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5 17162217 李梦珂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6 17161318 刘思雨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7 17163218 王启冉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8 17166211 周思诚 艺术设计学院 绘画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9 17041513 史莫骄 城市建设学部 土木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0 17162219 刘苏越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1 17074508 刘晓彤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2 17062116 马云鹤 理学部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3 17162101 靳嫣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4 17112210 赵峥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5 17027222 李嘉伟 信息学部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6 17123121 黄泽辰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7 17061218 蔺涧鸣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38 17041020 陈吉龙 城市建设学部 土木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39 17074215 杜方浩 信息学部 信息安全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0 17061221 慕聪颖 理学部 应用物理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1 17166111 宋英涵 艺术设计学院 雕塑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2 17162112 梁梓健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3 17373128 朱秋彤 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 金融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4 17142225 卢培弘 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5 17071024 侯艺璇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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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7051309 张帅鹏 环境与生命学部 环境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7 17068119 朱云帆 理学部 统计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8 16144163 米合热依·尼亚孜 文法学部 法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49 17080124 李旌娜 信息学部 软件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0 17013107 魏来 材料与制造学部 测控技术与仪器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1 17071014 王文萱 信息学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2 17010125 黄金塬 材料与制造学部 机械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3 17010419 周远智 材料与制造学部 机械工程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4 17061206 董悠 理学部 应用物理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55 17081160 艾孜尔江·艾尔斯兰 信息学部 数字媒体技术 社会学

56 17062224 陈娅冰 理学部 数学与应用数学 社会学

57 17142106 孙笑 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社会学

58 17165119 郭天一 艺术设计学院 工艺美术 社会学

59 17115218 张若凡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社会学

60 17118124 母一丹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济统计学 社会学

61 17142110 王玉超 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学 社会学

62 15617139 马明睿 文法学部 法学 社会学

63 17090213 王萌 材料与制造学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 社会学

64 17110115 张然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社会学

65 17119314 郭湘媛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 社会学

66 17115220 石婧烨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社会学

67 17062322 王歆淳 理学部 数学与应用数学 社会学

68 17115120 姚文沁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会计学 社会学

69 17163110 刘颖文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社会学

70 17113001 李蒙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社会学

71 17162319 王雪璐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社会学

72 17110109 姜晓彤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社会学

73 17041761 艾热提·艾比布拉 城市建设学部 土木工程 环境工程

74 17013210 龙川 材料与制造学部 测控技术与仪器 环境工程

75 17163217 袁楚阳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环境工程

76 17053218 吴颖 环境与生命学部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环境工程

77 17110102 张惠茜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环境工程

78 17113004 赵一鹤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环境工程

79 17162310 朱青青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环境工程

80 17143227 朱香美 文法学部 社会学 环境工程

81 17024117 马列 信息学部 通信工程 环境工程

82 17162314 蔡昀含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环境工程

83 17161202 孟晗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工程

84 17163318 赵晶晶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环境工程

85 17144212 梁荟瑄 文法学部 法学 环境工程

86 17165216 何魁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环境工程

87 17105213 刘鑫钰 环境与生命学部 生物技术 环境工程

88 17010108 许本源 材料与制造学部 机械工程 环境工程

89 17101109 杨冬月 环境与生命学部 生物医学工程 环境工程

90 17062109 王智璇 理学部 数学与应用数学 环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