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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08070101418 李格桐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22 徐双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12 王吕超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06 张衎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20 胡鑫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04 周光启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21 裴锫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09 徐玉涛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23 钱梦月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01 韩丹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13 张曈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10 胡宽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11 孙紫怡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08070101424 席智文 电子信息工程

1710514120201K01729 付磊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16 姚健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34 游亮霞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15 李志伟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14 王源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04 李哲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23 王贤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35 褚蓉黎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12 张冠中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02 何桥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10 杨婵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03 李婷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28 熊樱菲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09 彭奕琛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24 唐珏钰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33 黄钰淇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04 尹文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33 刘彬倩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08 周瑞星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18 王熙予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05 翟晨静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21 杜鑫睿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36 胡诗婉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07 雷力川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17 冯春雷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32 朱源慧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03 吴文杰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21 李旭杰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22 黄贝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30 李捷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28 田彤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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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120201K01720 朱梦玲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19 张微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10 尤正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09 罗岚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01 操操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35 冯宇鹏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06 高煜程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20 程佳敏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807 蒋祁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25 李怡然 工商管理

1710514120201K01716 罗家鹏 工商管理

171051402040100109 李辰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6 吴雅晴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8 屈志豪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01 汪思羽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0 易心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05 王倩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4 何琪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9 徐玉瑶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5 李思萌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24 康梦伊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3 王滋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02 熊晶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03 赵爽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02 沈傲寒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21 刘倩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20 罗棋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29 王炜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06 江玉霞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08 陶然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23 王浩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04 徐小芸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22 叶景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30 阙一平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0 付洋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28 叶柳岑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6 黄瑾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21 李佳诚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07 罗佳蕙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2 石星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25 詹明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23 李晨曦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04 王瑶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3 詹瑜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09 朱钦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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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02040100130 李汭伦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2 袁颖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1 孙冲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22 陈涵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4 张贝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26 孟子高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08 余海锐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211 张衎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2040100119 王振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1051405010100502 黄灿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9 阮唯娇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32 柳巧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5 朱慧瑾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11 李彩云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33 陈冬辉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17 冯瑶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35 陈洋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25 徐春华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17 吴小寒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23 王玲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30 张萍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03 屈晓丽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22 程欢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7 魏贵红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26 谭显丽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35 喻威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31 程佩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20 邱慧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31 王娇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04 杨旭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18 黎可婧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05 郑晓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18 陈菲菲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34 余小华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28 董淑琪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32 金颖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31 王轲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11 张煜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03 张楠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19 魏盼盼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14 麻琪斌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29 张肖雪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35 梅鑫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07 郑佳佳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34 高婷 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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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05010100633 卢成美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33 陈煜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4 江境宏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12 罗元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19 黄奥洁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15 温玉秀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11 万江灵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01 刘平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24 郑舒馨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32 饶煜辉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01 邹玲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06 徐玉林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14 陈一帆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27 梁依然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32 李梦璐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6 胡思雨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25 陈秀静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34 李薇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8 曹舟霓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30 邵伶俐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29 曹旖旎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09 厉菲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17 李月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08 陈丹丹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34 杜姿霖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2 朱雨薇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20 朱飞鸿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23 周娜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10 徐卓轶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13 吴桐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16 陈若辰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08 杨毅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21 李世莲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16 梁锦玉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626 李晨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28 杨松涛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811 郑项和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07 冉茜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708 王纳 汉语言文学

171051405010100512 黄寒箫 汉语言文学

171051413050301912 刘倩 环境设计

171051413050301914 戴依敏 环境设计

171051413050301904 童丹 环境设计

171051413050301908 王誉 环境设计

171051413050301906 罗镱丹 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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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13050301905 魏紫薇 环境设计

171051413050301915 孙婷 环境设计

171051413050301916 陶文熠 环境设计

171051413050301907 高煜 环境设计

171051408020200925 刘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13 李晓勇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23 向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22 梅星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24 孙福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10 曹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08 张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02 汪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14 季莎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16 甘孝慈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26 张昌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20 付绍贵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30 何康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06 胡孝传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09 杨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19 范志健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33 匡敏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20200921 蔡鑫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1051408090101506 张柯林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10 陈逸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14 焦一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09 徐志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19 朱张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13 王禹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07 刘珍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22 张宗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16 瞿星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24 马汉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04 余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20 余慧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08 张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12 张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11 伊丽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90101526 胡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1051408020801618 司佳冬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01 龚强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12 胡伟旭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17 王玲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03 张豪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22 潘一宁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19 蒋振邦 汽车服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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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08020801613 肖云鹏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16 李华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04 刘铸锋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14 吴欢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15 欧阳惠子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02 王宗胜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07 岳帅超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09 童旻玮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08020801606 黄新峰 汽车服务工程

171051413050202015 柯思琴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8 李真争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20 秦意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6 周晗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1 邹狄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7 黄子琪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09 卢建成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4 陈依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9 代玲俐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28 王君丽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35 张长菁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29 赵梦琦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30 黎可芸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01 孙雅娴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05 胡嘉玮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22 孙愉佳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24 阮钰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3 丁文豪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22 程子涵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23 丁雨阳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12 马煜棋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21 毛江颖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26 李丽丹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19 熊新宇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04 李佳颖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36 张佳慧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25 饶诗颖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33 钱瑞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32 肖佳旭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1918 夏菡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13050202030 韩梅 视觉传达设计

171051407010101326 戴丝丝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12 邓奇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32 方桂花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12 周金梦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17 余丽君 数学与应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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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07010101314 肖珩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27 袁坐成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01 李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18 谢焕婷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13 梁婷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16 李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31 吴双慧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33 胡婕颖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23 李俏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29 谭小娟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07 陈安都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25 龚升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02 刘思敏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15 蔡子君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24 费文清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31 吴震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17 柴秀杰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20 唐天正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05 易玉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08 董家梅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27 纪秀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19 陈雪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08 周婷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14 钱芳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09 伍婷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26 颜俊宇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13 王潇燃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28 任长钊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10 刘敏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25 杨红霞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36 刘会洋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02 邓莉丽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01 陈舟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37 吴英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19 张晨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04 王鸥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29 黄柯澄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234 李园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7010101309 刘玥 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051404010600314 杨珊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10 陈瑞瑶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09 周沁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12 高喻婧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07 杨媛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7 刘晗冰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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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04010600416 程子航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31 刘晓玲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08 杨洋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30 胡凤仪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0 刘倩婷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17 李燕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2 童佳倩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23 李如帆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10 田秀娟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22 胡楚彬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07 王彩芳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06 牛洁茹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16 范凌孜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25 孙晴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17 铎辰晗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24 付翔砚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05 王凤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08 彭梦莹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18 郑钧潞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06 胡晓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4 吴曼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12 高合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20 方硕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33 王晗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29 沈蕾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3 曹倩倩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5 李小艳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02 泮飞翔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6 凌秋红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33 熊芙蓉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32 郑惠中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36 马玲玉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13 袁梦婷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321 刘芬 学前教育

171051404010600421 柳含英 学前教育

171051413020202132 徐缘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07 张秋瑜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35 邹英伦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05 童话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31 曾浩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28 方桐堃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25 余佩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09 洪诗纯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27 游佳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01 邱彦冬 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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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51413020202113 赵煜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10 王樱锦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29 杜慧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24 杨曦兰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33 周正基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06 王婧尧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23 高婕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15 曾令菡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03 宋星辰 音乐学

171051413020202114 施炫宇 音乐学

171051405020101113 龚玉婷 英语

171051405020101016 邓若云 英语

171051405020101012 曹谢钦 英语

171051405020101001 李钰琴 英语

171051405020101024 许惠敏 英语

171051405020101029 闵玲秀 英语

171051405020101123 张敏 英语

171051405020101118 王艳子 英语

171051405020101121 马利 英语

171051405020101115 蔡饶 英语

171051405020101122 余思凡 英语

171051405020101005 库红 英语

171051405020101027 黄靓钰 英语

171051405020101105 许小玉 英语

171051405020101002 方紫童 英语

171051405020101025 汪睿 英语

171051405020101119 李晓兰 英语

171051405020101011 邱美林 英语

171051405020101124 程盼 英语

171051405020101114 张桐 英语

171051405020101104 罗冰倩 英语

171051405020101117 沈紫君 英语

171051405020101107 李艳梅 英语

171051405020101112 李彩虹 英语

171051405020101008 冷艳 英语

171051405020101010 程小丹 英语

171051405020101015 康志星 英语

171051405020101019 付高霞 英语

171051405020101026 方婷 英语

171051405020101003 苏晓敏 英语

171051405020101125 吴玉瑶 英语

171051405020101126 肖月 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