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性别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杨丽华 5120151600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及复合材料方向 递补
尚诗洁 5120151583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及复合材料方向 递补
王捷琳 5120151603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及复合材料方向 递补
汪宇辰 5120151472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 递补
余涛 5120151569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 递补
彭虹 5120151599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 递补
龚浩杰 5120151477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 递补
刘帅 5120150518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功能材料 递补
陈安 5120150521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递补
肖宏伟 5120151692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递补
杨艳 5120155320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递补
张愿 5120151749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递补
孙兰 5120151741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递补
廖义 5120152624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递补
刘文举 5120150569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递补
王烨 5120152640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递补
刘谦博 5120152618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 递补
叶倩 5120156463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递补
王乐 5120157374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递补
李臻 5120156445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递补
张绍娟 5120151144 女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递补
王茹 5120152829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递补
李科 5120152813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递补
刘林艳 5120150981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递补
徐小喻 5120150974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递补
王蓝梅 5120156000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递补
罗净元 5120151006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递补
卓玛 5120151259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递补
何佳 5120151202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递补
孙敏 5120153039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递补
何佳玲 5120151225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递补

普通类推免生（递补）信息表



姓名 学号 性别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张钰 5120151208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递补
肖玉洁 5120152750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递补
蒋雨涵 5120153079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递补
陈秋耀 5120153116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递补
李腊梅 5120156546 女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递补
卿亚蕾 5120151801 女 法学院 法学 递补
王惠中 5120151763 女 法学院 法学 递补
郝中银 5120155311 女 法学院 法学 递补
梁菊容 5120156417 女 法学院 应用心理学 递补
谢梦玥 5120156423 女 法学院 应用心理学 递补
杜媛媛 5120156439 女 法学院 知识产权 递补
谢琪蔚 5120156434 女 法学院 知识产权 递补
张为露 5120156724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动科1501 递补
冯彪 5120156738 男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学1503 递补
李晨芹 5120156779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学1502 递补
王亚洲 5120156741 男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学1502 递补
金小靖 5120156787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学1502 递补
赖莹 5120156782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学1501 递补
李天静 5120156863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1503 递补
杜梦琳 5120156874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工1502 递补
潘芍君 5120153244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技1502 递补
潘琦雯 5120156959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卓越1501 递补
张云齐 5120156889 男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卓越1501 递补
王琳 5120156940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卓越1501 递补
帅蝶 5120156965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卓越1501 递补
高洋洋 5120154080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园艺1501 递补
唐淋 5120157103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1505 递补
谢培娟 5120157123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卓越1501 递补
陈律奇 5120157876 男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卓越1501 递补
杨娜 5120157107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卓越1501 递补
张洪义 5120157124 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卓越1501 递补
李凤鸣 5120150151 男 体育学科部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递补
王新宇 5120157901 女 体育学科部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递补



姓名 学号 性别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王宇航 5120150490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递补
周思益 5120154072 女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递补
张俊池 5120154356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递补
李天平 5120154344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递补
杨洁萍 5120154380 女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递补
苗俊 5120150632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递补
谢睿婕 5120154374 女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递补
刘慧 5120155437 女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递补
余淋 5120152026 女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递补
张均 5120155436 女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递补
温家平 5120141514 男 信息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递补
喻志惠 5120154017 女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递补
郭子星 5120154187 女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递补
罗盆琳 5120154195 女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递补
苏星月 5120154192 女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递补
陈露 5120154102 男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递补
李廷婉 5120154186 女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递补
龙家琳 5120154242 男 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递补
马晓涵 5120150775 女 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递补
朱家沅 5120155731 男 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递补
王育军 5120155732 男 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递补
李琼 5120156078 女 外国语学院 翻译 递补
杨子尚 5120155888 女 外国语学院 翻译 递补
陈昱町 5120156196 女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递补
杨慧琦 5120157521 女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递补
杜悦洪 5120157159 女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 递补
钟雅琴 5120156271 女 外国语学院 西班牙语 递补
程显晴 5120156316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递补
陈丹妮 5120157174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递补
王妍 5120155885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递补
王亚洲 5120142129 男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递补
王志丽 5120154927 女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工程管理 递补
张宇 5120153363 女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工程管理 递补



姓名 学号 性别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备注

郑莘眉 5120153484 女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工程造价 递补
熊壮 5120153430 男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工程造价 递补
周彤云 5120153539 女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递补
郑鹏 5120153710 男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递补
郭鹏 5120153524 男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递补
谢照松 5120153717 男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递补
刘娟 5120152022 女 环境与资源学院 安全工程 递补
张欢 5120154923 女 环境与资源学院 安全工程 递补
刘源 5120152133 男 环境与资源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递补
华红霞 5120152151 女 环境与资源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递补
蔡琪东 5120152194 男 环境与资源学院 地质工程 递补
宋丽洁 5120150413 女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工程 递补
郑奇 5120152261 女 环境与资源学院 环境工程 递补
王娅 5120152399 女 环境与资源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递补
王美玲 5120156601 女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递补
张旭 5120153159 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递补
李娆 5120152828 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递补
杨莉 5120156357 女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递补
芮志聪 5120150541 男 国防科技学院 信息对抗技术 递补
何为 5120151947 男 国防科技学院 信息对抗技术 递补
郭志豪 5120151913 男 国防科技学院 特种能源工程与技术 递补
钟怡龙 5120151821 男 国防科技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递补
夏云峰 5120151817 男 国防科技学院 核工程与核技术 递补
王少东 5120154395 男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递补
杨九林 5120154440 男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递补
田文 5120154454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递补
何悦 5120154506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卓越） 递补
陈紫薇 5120150499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递补
姚蓓佳 5120157594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卓越） 递补
卫田田 5120155020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递补
李聪 5120154545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递补
胡悦 5120154542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设计 递补
陈鑫 5120154589 女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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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虹宇 5120154633 男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卓越） 递补
师瑞卓 5120150689 男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递补
何焕 5120157323 男 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技能） 递补
沈子健 5120150303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汉教1501 递补
龙凤英 5120155428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汉语1501 递补
王晶 5120151448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汉语1503 递补
张雯雯 5120151445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汉语1503 递补
郑文瑄 5120151389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汉语1503 递补
周中衡 5120157883 男 文学与艺术学院 环设1504 递补
武玥 5120155609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环设1504 递补
李丽娜 5120150075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环设1501 递补
唐洁 5120150127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环设1504 递补
张子悦 5120150125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环设1502 递补
范佳琳 5120150135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视设1501 递补
陈露 5120150136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视设1502 递补
李静 5120150045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视设1501 递补
兀郁文 5120155614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视设1502 递补
徐智莉 5120150103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音乐1501 递补
李思琪 5120150106 女 文学与艺术学院 音乐1501 递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