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一卡通号 学号 姓名 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所在专业 报考学院 报考专业

1 213172941 02017203 王殊雅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法学院 法学

2 213173469 02017209 刘梓豪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3 213170897 02018133 洪旭晖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4 213172600 02018134 陈泽云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法学院 法学

5 213171271 02018334 吴雨杨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

6 213183565 02018407 陈根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法学院 法学

7 213173896 02617103 阿地来.阿力木江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法学院 法学

8 213182407 02618123 李忠远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法学院 法学

9 213160646 03017234 张帅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法学院 法学

10 213170239 03017418 杜昊阳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人文学院 社会学

11 213172916 03117630 袁一融 能源与环境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法学院 法学

12 213172957 03A18235 杨宁轩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动力类 人文学院 社会学

13 213183868 03A18509 夏阿代提·艾合买江 能源与环境学院 能源动力类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14 213173037 04017133 周昊涵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5 213172828 04017432 傅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法学院 法学

16 213170493 04017501 舒心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7 213181595 04018127 胡林铉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18 213161799 04018232 周泽宇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19 213183875 04018318 张淇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人文学院 社会学

20 213181255 04018405 卡乐怡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21 213180658 04018428 彭绍龙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法学院 法学

22 213182649 04018519 徐晟乾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法学院 法学

23 213170479 04018536 韩霁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4 213183876 04018621 李玮浩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人文学院 社会学

25 213170490 04018632 许启航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法学院 法学

26 213180529 04018709 李雨杭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法学院 法学

27 213183550 04218814 刘锌海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8 213172746 06A17110 徐琼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9 213170634 06A17124 徐煜程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法学院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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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13170642 06A17311 王一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31 213170620 06A17413 刘哲华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外国语学院 英语

32 213163826 06A17445 李明徉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法学院 法学

33 213171208 06A17510 彭蓓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法学院 法学

34 213171983 06A17524 王一臣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法学院 法学

35 213173844 06A17537 牛麦降措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类)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36 213180569 07018301 吴诗雨 数学学院 数学类 法学院 法学

37 213183823 08A18407 凯迪日耶·吾普尔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类） 人文学院 社会学

38 213172454 08017109 王佳琦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人文学院 社会学

39 213170686 08017208 王东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40 213173894 08017402 宋哈尔·朱马克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人文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41 213171389 09017303 覃超群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法学院 法学

42 213172464 09017322 朱赫东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人文学院 社会学

43 213171554 10117112 吴林昊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法学院 法学

44 213172612 10317102 徐新博 物理学院 物理学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45 213173935 11A18127 朱卓凡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类)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46 213171550 11317106 吕天宇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信息学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47 213163418 11317119 李方闻 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生物信息学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48 213181302 14B18111 陈晴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法学院 法学

49 213183132 14B18216 石鑫龙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法学院 法学

50 213183818 14B18514 穆妮热·阿不都热依木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法学院 法学

51 213171415 14317110 蒋静雯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52 213170796 16017306 王恺仪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人文学院 社会学

53 213173884 16017415 阿依木拉提·阿依多斯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54 213173571 16018129 曾彦翔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外国语学院 英语

55 213172657 16018329 尹佳璐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法学院 法学

56 213171858 17117115 牛元昊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法学院 法学

57 213183813 17218115 凯色尔·卡斯木 外国语学院 日语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58 213182268 19018314 杨皓月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 法学院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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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213183528 19018325 陆柳业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与制药类 法学院 法学

60 213182694 21A18321 戴文克 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类（交通土建与交通工程）人文学院 社会学

61 213170313 21817103 张婕鑫 交通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外国语学院 日语

62 213173893 22017205 布萨热木·阿吾提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63 213171055 22017426 刘晔铭 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法学院 法学

65 213183938 41118113 谢晓筠 医学院 生物工程 人文学院 哲学

66 213173885 42118216 阿卜力克木·买买提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法学院 法学

67 213173740 42217203 范文俊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人文学院 社会学

68 213182283 42218212 程俊杰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外国语学院 英语

69 213180423 42218215 雷宇豪 公共卫生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法学院 法学

70 213171067 43A17213 郑妍 医学院 临床医学类 人文学院 哲学

71 213170999 43A18428 卞慧蓉 医学院 临床医学类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72 213170928 43217210 朱睿哲 医学院 临床医学（5+3一体化） 法学院 法学

73 213171136 61517429 张政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74 213180519 61518212 杨昀晟 吴健雄学院 工科试验班 法学院 法学

75 213171668 71117210 陈彬耀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外国语学院 日语

76 213173580 71117420 陈暐翔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人文学院 旅游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