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申请专业 报名号 姓名 申请专业
20212204915 仲帅 机械 20212201784 周琳薏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7108 李志杰 机械 20212202284 孙翊轩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8972 王子恒 机械 20212203362 沈鸿辉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327 郑天翔 机械 20212203591 王铖鹤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413 张澳圆 机械 20212203819 王帅兵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464 张朔 机械 20212204274 李铭赫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665 王昊宇 机械 20212204485 梅君夷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755 朱敏婧 机械 20212205166 李亚东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2886 王浩闻 机械 20212205782 李熙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3236 王远笑 机械 20212205884 张力双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3508 朱奥吉 机械 20212206014 钱烺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4275 李丹 机械 20212206287 白谦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5687 崔睿宁 机械 20212206450 张韶威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5886 伍文昊 机械 20212206712 郭智方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5932 朱继伟 机械 20212207104 葛祖浩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6855 张宇坤 机械 20212207219 周昊宇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7056 秦子晋 机械 20212207258 倪炜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7659 韩硕 机械 20212208874 司书正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7726 储兆宇 机械 20212210033 毕志海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8292 甘雨露 机械 20212210035 鞠兆洵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8553 李鹏飞 机械 20212210618 王梓名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8822 陈彩蓉 机械 20212210647 江玄迪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9649 罗美薇 机械 20212210957 孙铭阳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0059 潘琪琪 机械 20212211400 康嘉乐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0988 张鼎扬 机械 20212211631 刘嘉骏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1313 王鹤颖 机械 20212211687 魏东来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2553 马甲辰 机械 20212212032 周子清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3011 孙嘉伟 机械 20212212043 王星浩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3042 秦子健 机械 20212212064 王君孔帅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3234 李子扬 机械 20212212410 李姜辛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3605 潘宇真 机械 20212212466 孙珩伦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2664 朱嘉瑞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3122 陈伟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4814 牛明宇 物理电子学 20212213625 何文韬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5369 王博阳 物理电子学 20212213826 余文浩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5821 毛卜玉 物理电子学 20212214374 李天志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6369 赵炳桦 物理电子学 20212214602 徐士成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6832 赵金婵 物理电子学 20212214619 罗东昊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08952 王少琦 物理电子学 20212214866 翁焕博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0655 李萌舒 物理电子学 20212215220 王维铎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0949 刘晓妍 物理电子学 20212215600 郭品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176 李冲 物理电子学 20212215706 徐康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281 郑昌冉 物理电子学 20212216214 邓闰祎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1497 吴思雨 物理电子学 20212216762 王佳镐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2266 朱露 物理电子学 20212216954 林宇凡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2395 严泽凡 物理电子学 20212218273 黄观禹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2416 郭廷炜 物理电子学 20212218598 王鹤澄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4472 瞿振宇 物理电子学 20212219307 廖杰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5404 陈海雪 物理电子学 20212220152 郭子奇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6577 唐昕晖 物理电子学 20212220328 邢浩哲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6928 丁育杰 物理电子学 20212220391 李毅萱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9261 孙宇轩 物理电子学 20212220599 程丽云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0123 岳有缘 物理电子学 20212220877 杨晓潇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1414 赵书新 物理电子学 20212221018 董文琦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1145 靳葳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1239 陆玺文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1373 胡潇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1899 李明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3245 龚传阳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3404 徐跃明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23628 曹孛嫣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212219776 胡旭阳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复旦大学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2020年夏令营入选营员名单（第一批）
仅限机械、计算机应用技术、物理电子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