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姓名 学号 性别 备注

1 地球科学学院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张可轩 3192010811129 女

2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化学 叶春华 3192010705114 女

3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工程 莫承龙 3192010811222 男

4 地球科学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李仁杰 3192010809142 男

5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刘郁祯 3192010810107 女

6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吕悠然 3192010702125 女

7 地球科学学院 地球化学 杨萃 3192010705113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8 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工程 韦妙 3192010812106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9 地球科学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李子墨 3192010809118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0 地球科学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黄伟鸿 3192010809106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1 地球科学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黄家路 3192010809114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2 地球科学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郑华浩 3192010809128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3 地球科学学院 勘查技术与工程 陈梦诗 3192010809108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4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黄宇莹 3192010702206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5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张韦倪 3192010702112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6 地球科学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韦雄杰 3192010702120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1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方维三 3192042041539 男

18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徐含睿 3192042041244 女

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范晓彬 3192042041742 男

2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曾重阳 3192042041434 男

2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江波 3192042041101 男

2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李雨桓 3192020817205 女

2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岳同轲 3192020817327 男

2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晁佳宣 3192020816230 男

2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覃琦露 3192020816311 女

26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邓婷婷 3192022021235 女

27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刘禹 3192022021142 男

2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李思思 3192020817107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2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王颖琪 3192020816310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3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陈单凤 3192022021104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3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韦春伊 3192022021205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3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刘苏鹏 3192022021120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3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张立 3192022021241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34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王文馨 3182032032135 女

35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郑则立 3182101208237 男

36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蒋媛媛 3192032031360 女

37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李世权 3192032031109 男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38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严小婷 3192032031115 女 定向东华理工大学

39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刘岩 3192032031324 男

40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郭鑫淼 3192032031367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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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陈华斌 3192032031339 男

42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黄嘉欢 3192032031359 女

43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林进涛 3192060814127 男

44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黄悦 3192062061538 女

45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薄开雯 3192062061440 女

46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张蕊 3192062061635 女

47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伍婷 3192060814239 女

48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张金艳 3192060706217 女

49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金苏丹 3192062061242 女

50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程蕾蓉 3192060814106 女

5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毛佳妮 3192052052510 女

5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宋晔 3192052052538 男

5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佳雯 3192052051643 女

5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覃立伟 3192052051234 男

5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熊宇迪 3192052051937 男

5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张新想 3192070821334 男

5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谌鹏 3192052051235 男

5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林诗韵 3192052051701 女

59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黄华梓 3192052051214 男

60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刘清红 3192052052501 女

6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梁冰冰 3192052052304 女

62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自动化 陈明帆 3192070820246 女

63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自动化 尚亚强 3192070820141 男

64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凌远志 3192070821317 男

65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余越 3192070821103 女

66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廖建发 3192070846336 男

67 机械与控制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张代元 3192070846340 男

68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燕 3192100201114 女

69 商学院 市场营销 王亚楠 3192102101539 女

70 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郑怡晴 3192102101501 女

71 商学院 电子商务 张宗略 3192101206134 男

72 商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汤晶晶 3192101207139 女

73 商学院 会计学 钟碧欣 3192101201219 女

74 商学院 会计学 王龙飞 3192101201231 女

75 商学院 工商管理 芮海南 3192102101437 女

76 商学院 工商管理 覃露 3192102101121 女

77 商学院 物流管理 刘卓辰 3192101208136 男

78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贾世榕 3192140503130 女

7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陆佳敏 3192140503133 女

8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陈晨 3192140503232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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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韦秋婷 3192140503120 女

8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莫丽莎 3192140503614 女

83 外国语学院 日语 莫舒婷 3192140504209 女

84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旅游管理 范思晨 3192112111202 女

85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旅游管理 古秋婵 3192112111206 女

86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常家容 3192110823230 女

87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风景园林 王正午 3192110823229 男

88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酒店管理 朱冠宇 3192112111633 男

89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刘颖 3192090712243 女

90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代梦雪 3192090710133 女

91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程依平 3192090709101 女

92 理学院 应用统计学 方娇红 3192090709403 女

93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崔馨予 3192090711138 女

94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吴文静 3192090711235 女

95 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王爽 3192152151046 男

96 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李林泽 3192151301258 男

97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贺素芬 3192152151246 女

98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陆焱 3192152151266 女

99 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赵书琪 3192152151071 女

100 艺术学院 动画 蒋秋妍 3192152151284 女

101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测绘工程 黄宁 3192080807244 女

102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测绘工程 兰小艳 3192080807207 女

103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李美璇 3192080701109 女

104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侯清林 3192080808241 女

105 测绘地理信息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方宇 3192080808139 女

106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行政管理 黄柯 3192121211145 女

107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广告学 魏可意 3192120502143 女

108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社会工作 罗杏娟 3192120301115 女

109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传播学 杨晨昕 3192120505203 女

110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行政管理 蔡依妍 3192121211102 女

111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陈璇 3192032031094 女 研究生支教团

11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阳智帆 3192052051230 男 研究生支教团

113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旅游管理 黄玉娇 3192112111107 女 研究生支教团

114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传播学 李家松 3192120505133 男 研究生支教团

115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于超奇 3192090710243 男 研究生支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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