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推免生拟录取名单公示

姓名 身份证号后四位 招生类型 学院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项计划

邱铮涛 3717 直博生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李煜 7015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丁淑敏 8544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王振华 3010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黄锦豪 0614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尚崇新 7022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姚羿舟 141X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续鉴 8019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王一童 1022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毛妍 2306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彭良辉 3415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王枭雄 5217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李瑞祥 121X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曹嘉琛 7629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支教团

周睿 0812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党雷 3213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司柯 7071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贺九洲 4615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曹雅楠 0384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Z1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杨坤达 3413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14Z1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晏柯欣 0527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杜雅婷 3640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肖雨点 0025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陈婭莉 3680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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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敏楠 0040 硕士 土木工程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

王文妍 8043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刘冬 0016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张雪洁 0027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庞璐 1827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王锦宁 7442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陈飞宇 1621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王旭东 7314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蒋姝君 0329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刘新超 4412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崔晓晨 0020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杨梦 396X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王琛 0040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李孝天 0053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蔡佳霈 7019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罗炅 8082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汪瑞洁 6028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刘怡嘉 7021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雷博云 2814 硕士 建筑学院 081300 建筑学

董文浩 1216 硕士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蔡臻 0019 硕士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王怡萍 6929 硕士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崔琳琳 4826 硕士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邱漫修 0024 硕士 建筑学院 083300 城乡规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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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素君 232X 硕士 建筑学院 083400 风景园林学

张妍 062X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房婉莹 2745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郭佳蕊 232X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刘亚欣 6821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南希 0029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王子玥 1527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杨卓君 1642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潘安平 1519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叶家良 0213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王明亮 7315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李善真 2523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高雯婷 3326 硕士 建筑学院 085100 建筑学

王明明 1213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吴悦 3641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李凯欣 4627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李昱融 004X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刘浩然 2064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陈昱蓉 122X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戴怡茹 3644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刘雪倩 224X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袁英哲 412X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谢妮楠 2562 硕士 建筑学院 085300 城市规划

王玉 0026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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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一锦 0029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付旭燕 0024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李泓锦 0244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高洁 0745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李双薇 1548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鹿琛 2525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皮海宏 2639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肖景天 2712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陈晓锐 3841 硕士 建筑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伍思莹 0624 硕士 艺术学院 085500 机械

冯新雅 0320 硕士 艺术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张微 1725 硕士 艺术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王橹静 3324 硕士 艺术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丁琪 7540 硕士 艺术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纪露露 1621 硕士 艺术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杨娜娜 6024 硕士 艺术学院 095300 风景园林

史靖 0264 硕士 艺术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邓志鹏 5021 硕士 艺术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乔梁 0050 硕士 艺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王璐瑶 151X 硕士 艺术学院 130400 美术学

臧世伟 171X 硕士 艺术学院 130500 设计学

余洁 0528 硕士 艺术学院 130500 设计学

王澳萱 042X 硕士 艺术学院 130500 设计学

陆梦婕 0028 硕士 艺术学院 130500 设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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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兴宇 063X 硕士 艺术学院 130500 设计学

王悦 726X 直博生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张彤瑶 3429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樊永 4010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刘宇轩 0311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王瑾雯 002X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支教团

王茹 6029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李鑫 3516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任毅 8538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侯晶晶 3928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徐源源 620X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张正洪 0018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刘亚婉 7227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赵廷宝 1651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支教团

白愿楠 5045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解文玉 3328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刘朵朵 2267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孙常席 7615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闫晨璐 452X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任艳娜 2905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1403 市政工程

刘欢 2723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许越 5525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王淑妮 362X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杨淏 6022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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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飞 0017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潘思璇 0025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王玥凝 8725 硕士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高潇骁 3515 直博生 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田宁 7221 直博生 管理学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雨洁 0802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姚梓轩 0013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朱红 3521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媛 0020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刘盼 0926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康乃馨 0521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朱广 1018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强逸凡 0025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支教团

李瑞楠 024X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刚 8910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薛朋东 0039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旭瑞 0819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王楚源 0315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支教团

贾懿璇 0024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支教团

庄雪莉 0023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郭亚男 3820 硕士 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刘佳乐 2529 硕士 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韩心玥 0543 硕士 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张洛菡 0027 硕士 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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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伊凡 1025 硕士 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姜雅馨 0922 硕士 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 支教团

邵菲 0984 硕士 理学院 070100 数学

袁文滨 001X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诗语 006X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简云铃 0023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颖 1424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万永峰 6414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雨晨 3264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郝怡昕 0021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王若澈 4023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胡莹莹 7623 硕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杨帆 2020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薛凯芮 0122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任新龙 1131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戴秋昀 7840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魏春艳 3024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郑鹏飞 1616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何少红 2014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杨尚琦 0011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阮苗 2922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李德胜 2213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文云鹏 8311 硕士 冶金工程学院 080600 冶金工程

张迪 0186 硕士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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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阳阳 1528 硕士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何晶晶 1824 硕士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艾鑫 6122 硕士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宇博 0616 硕士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旭坤 0758 硕士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习坤 2315 硕士 机电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韩俊宏 0513 硕士 机电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杜嘉伟 0816 硕士 机电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陈烁吉 0628 硕士 机电工程学院 080200 机械工程

李宇翔 0036 硕士 机电工程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

茹成意 421X 硕士 机电工程学院 085800 能源动力 支教团

肖蕾 8386 硕士 文学院 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支教团

陈郁鑫 3027 硕士 文学院 130300 戏剧与影视学

郭威 4942 硕士 体育学院 045200 体育

吉星星 3114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刘海燕 3620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曹文强 2816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支教团

焦阳 0527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杨小燕 2221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毛云 1222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1Z1 智能建筑

尚世杰 2418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杨森 0034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谢绍源 7911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聂松 8415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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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延 2022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刘一航 3746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吴禹卓 0448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郭钰耀 2522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王璇 4520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支教团

贺佳怡 442X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李筱 2842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乔梦丹 7146 硕士 建筑设备科学与工程学院 08140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周进 6827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秦亚梅 0060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杨礼祯 062X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支教团

丁钰洁 0029 硕士 公共管理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

吴茹 0247 硕士 化学与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徐密 7585 硕士 化学与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婷 5028 硕士 化学与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春燕 1224 硕士 化学与化工学院 081700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颂 201X 硕士 资源工程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董华 1724 硕士 资源工程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梅佳伟 2236 硕士 资源工程学院 081900 矿业工程

刘启薇 7625 硕士 资源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薛鑫鑫 0225 硕士 资源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刘星星 3921 硕士 资源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张想卓 5828 硕士 资源工程学院 083700 安全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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