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排名 拟录取结果 研究方向

胡佳滢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陈乙铭 2 拟录取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魏振伟 3 拟录取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梁华岳 4 拟录取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张青雨 5 拟录取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王新恺 6 拟录取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许彪 7 递补1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徐建乐 8 递补2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王硕孜 9 递补3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熊韵哲 10 递补4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董元烨 11 递补5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姜超 12 递补6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金文中 13 递补7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万子杨 14 递补8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卢文昊 15 递补9 机械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殷刘罕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宋哲睿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边子彧 3 拟录取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朱妍婷 4 拟录取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沈尧杰 5 拟录取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赵新炜 6 递补1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张东彬 7 递补2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徐天天 8 递补3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胡鄢伟 9 递补4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胡正皓 10 递补5 控制工程（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程项目）
郭尚伟 1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朱雨婧 2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金杰 3 递补1 光电信息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张宇 4 递补2 光电信息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陈志贵 5 递补3 光电信息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欧阳子怡 6 递补4 光电信息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刘志勇 7 递补5 光电信息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孙世豪 1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邱浩 2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柴亦聪 3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朱浩楷 4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黄夏杰 5 递补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曾雅 6 递补2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韩骁 7 递补3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吴竞择 8 递补4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左旭辉 9 递补5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冯佳琪 10 递补6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宋泽 11 递补7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沈致远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周梓博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张沛祺 3 拟录取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孙伟强 4 递补1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毕嘉惠 5 递补2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高宇 6 递补3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孙辰宇 7 递补4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赵长兴 8 递补5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李佳欣 9 递补6 电气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郅文彬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方怡乐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刘懿辉 3 拟录取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戴训 4 拟录取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魏晋塬 5 拟录取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许莹莹 6 拟录取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卢俊飞 7 递补1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张乾成 8 递补2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卢鑫 9 递补3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洪炜杰 10 递补4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朱国瑞 11 递补5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党利俊 12 递补6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赖江涛 13 递补7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马愈淇 14 递补8 动力工程（汽车工程及其智能化项目）
王正訸 1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钱浩天 2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于江涛 3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胡晓 4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李毅恒 5 递补1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颜宇明 6 递补2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邓旭尧 7 递补3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吴泽沁 8 递补4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唐家铖 9 递补5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江昊成 10 递补6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宋燕妮 11 递补7 计算机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林李萌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李思睿 2 递补1 控制工程（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王辉 3 递补2 控制工程（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张富怡 1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张金岩 2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赵子豪 3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苏小鹏 4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叶子琦 5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赵宇凯 6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欧鸿泽 7 递补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王楚明 8 递补2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方勇 9 递补3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张迈匀 10 递补4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王一帆 11 递补5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沈静远 12 递补6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邓缘圆 13 递补7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闫梦琪 14 递补8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
马登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刘赟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殷凯 3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白昊东 4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杨明睿 5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冯新春 6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邵点 7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温伟枫 8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霍英宁 9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张蔚萱 10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王亚雨 11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沈安琪 12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杨琪 13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郑念琛 14 拟录取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刘丽娜 15 递补1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翁颖 16 递补2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肖逸洋 17 递补3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曾宪昊 18 递补4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刘恒超 19 递补5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林想 20 递补6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侯理文 21 递补7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林红帆 22 递补8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石钰莹 23 递补9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沈德奥 24 递补10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简洪林 25 递补11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许敏兴 26 递补12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樊灏泽 27 递补13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洪龙飞 28 递补14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顾远哲 29 递补15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殷柯奕 30 递补16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孙文嘉 31 递补17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熊轲 32 递补18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谈书晨 33 递补19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郭岚萱 34 递补20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于润妮 35 递补21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王一华 36 递补22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邓宇宸 37 递补23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丁同殊 38 递补24 电气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
邴迦艺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目）
庞嘉睿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目）
杨子毓 3 拟录取 动力工程（分布式智能电网项目）
陈佳敏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王子越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陆垂基 3 递补1 电气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蓝鹏杭 4 递补2 电气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杨皓文 5 递补3 电气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王梓薇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郑潇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李林坤 3 递补1 控制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郝泽颖 4 递补2 控制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邹敏科 5 递补3 控制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徐康 6 递补4 控制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崔至昊 7 递补5 控制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单思哲 1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吴傲楠 2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陈翰琦 3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杨程凯 4 递补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陈何伟 5 递补2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欧雨微 6 递补3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曾志恒 7 递补4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高淑琳 8 递补5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智慧能源项目）
陈晓欧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袁崇硕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吴荣 3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廖文碧 4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钟艺民 5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司杭 6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陈力君 7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耿庭瑞 8 拟录取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王任 9 递补1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昝星宇 10 递补2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李玉娇 11 递补3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郑诣杰 12 递补4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周航 13 递补5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江朱叶 14 递补6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程金玉 15 递补7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张盈欣 16 递补8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李屹 17 递补9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施雨含 18 递补10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余锦仁 19 递补11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许婉琳 20 递补12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陈浩 21 递补13 动力工程（智慧能源项目）
陈垣屹 1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控制工程方向
杨怡 2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控制工程方向
王子晨 3 递补1 智慧交通项目控制工程方向
许临枫 4 递补2 智慧交通项目控制工程方向
陈诗雨 5 递补3 智慧交通项目控制工程方向
何澜 1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刘泳 2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倪心睿 3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蒋勇智 4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许书洋 5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甄文至 6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张佳绮 7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李明樾 8 递补1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马佳豪 9 士兵计划拟录取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王宸璐 10 递补2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仲立贤 11 递补3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王叶莹 12 递补4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谭尧天 13 递补5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毛梦菲 14 递补6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田博远 15 递补7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谌淑杰 16 递补8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欧宏宇 17 递补9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张铎源 18 递补10 智慧交通项目交通运输工程方向
刘昆鹏 1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电气工程方向
李屹坤 2 拟录取 智慧交通项目电气工程方向
邓恺龙 3 递补1 智慧交通项目电气工程方向
荆典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王毅帆 2 递补1 机械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王纵 3 递补2 机械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徐飞扬 1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黄晨钊 2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刘嘉轩 3 递补1 计算机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王源茁 4 递补2 计算机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刘洋 5 递补3 计算机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肖苏洋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李泽萱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国家瑞 3 递补1 控制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丁伟 1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廖子琪 2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陈旭 3 递补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司良兴 4 递补2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鹿意茁 5 递补3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王垚璘 1 拟录取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罗光雄 2 拟录取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杨火金 3 拟录取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秦卓斌 4 拟录取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郑源浩 5 拟录取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鲁泽 6 拟录取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邹家豪 7 拟录取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侯清怀 8 递补1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陈绿筠 9 递补2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成芷萱 10 递补3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闫思宇 11 递补4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涂威 12 递补5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梁凯嘉 13 递补6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夏宇轩 14 递补7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王娟 15 递补8 材料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郝放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张欣朋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张硕 3 递补1 电气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郭锦升 4 递补2 电气工程（先进材料与高端制造项目）
王钰皓 1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方美静 2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邓宇晖 3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赖述忠 4 递补1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祝保朝 5 递补2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周孝隆 6 递补3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钟孝云 7 递补4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谢扬 8 递补5 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药学项目）
陈咨谕 1 拟录取 材料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陈诸杰 2 拟录取 材料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唐琳 3 拟录取 材料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卢炯静 4 递补1 材料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贾顺顺 5 递补2 材料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马蕴潼 6 递补3 材料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赵宇程 7 递补4 材料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家骏 1 拟录取 化学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许东情 2 拟录取 化学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孙星宇 3 拟录取 化学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卫海天 4 递补1 化学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岩辉 5 递补2 化学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上官天天 6 递补3 化学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朱成浩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吴沁芯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顾世杰 3 递补1 控制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祖达 4 递补2 控制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董磊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更新
梁伟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更新
方雅彤 3 拟录取 电气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更新
杨佳伦 4 递补1 电气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更新
孙雨乐 5 递补2 电气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更新
孟子茜 6 递补3 电气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更新
费杜衡 7 递补4 电气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更新
俞旭宇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吴晓灵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越博奇 3 拟录取 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倪嘉豪 4 递补1 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宋世豪 5 递补2 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肖翔域 6 递补3 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子轩 7 递补4 动力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周孜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刘怡青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郑明函 3 拟录取 电气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张浩宇 4 递补1 电气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赵芷茗 1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张琰 2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肖清江 3 递补1 计算机技术（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谢天晰 4 递补2 计算机技术（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邱钰淇 5 递补3 计算机技术（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赵靖宇 6 递补4 计算机技术（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吴坷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徐欣瑶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郭蓉 3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刘一澄 4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张儒戈 5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李羽悦 6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罗佳昱 7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陈可鑫 8 拟录取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杨坤萍 9 递补1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林莉莉 10 递补2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胡思佳 11 递补3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罗丹 12 递补4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陈思诺 13 递补5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张怀治 14 递补6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徐静 15 递补7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邵文博 16 递补8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朱智文 17 递补9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陈光昊 18 递补10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欧馨雅 19 递补11 控制工程（NGICS大平台工业控制系统综合安全项目）
柯莹莹 1 拟录取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刘心宇 2 拟录取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刘向东 3 拟录取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陈彬 4 拟录取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陈欣 5 拟录取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周康杰 6 递补1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杨梦笔 7 递补2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宋俊杰 8 递补3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邢家琦 9 递补4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申芮 10 递补5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戴维 11 递补6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马凡媛 12 递补7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余传召 13 递补8 工业工程与管理（智能制造系统、智慧服务、工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刘星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赵娉婷 2 递补1 机械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沙晓龙 3 递补2 机械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张皓冉 4 递补3 机械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于欣禾 1 拟录取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汤语睿 2 拟录取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赵一心 3 拟录取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熊赟葳 4 递补1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周昊 5 递补2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刘禹含 6 递补3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戴铭成 7 递补4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曹涵慧 8 递补5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李子怡 9 递补6 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陈国豪 1 拟录取 仪器仪表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凌希蕾 2 递补1 仪器仪表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宋婧文 3 递补2 仪器仪表工程（医疗健康创新工程项目）
蔡宇翔 1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陆怿璠 2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米远 2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韩帅豪 4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励皓轩 5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钱筱坤 6 递补1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谢怡彤 7 递补2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温伊洁 8 递补3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龚子晴 9 递补4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刘艺文 10 递补5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李文强 11 递补6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郭金铭 12 递补7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鲍元哲 13 递补8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王博 14 递补9 光电信息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王英豪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杨馥语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李泽乔 3 拟录取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芮楚梵 4 拟录取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董雨航 5 拟录取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许杨闻汇 6 拟录取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冯剑辉 7 拟录取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高鸿彬 8 递补1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曾宇沛 9 递补2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吴国强 10 递补3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王泽芳 11 递补4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陈有成 12 递补5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饶文韬 13 递补6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何泽楠 14 递补7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马远歌 15 递补8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丁怡如 16 递补9 控制工程（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蒙博苑 1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林华伶 2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黄超睿 3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杜杰 4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何旭东 5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解磊 6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付娅洁 7 拟录取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田思熠 8 递补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张恩恺 9 递补2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胡戚剑 10 递补3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张佳琳 11 递补4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陈果权 12 递补5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刘宏明 13 递补6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徐彬涵 14 递补7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符祖俊 15 递补8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赵思敏 16 递补9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宁波分院智能信息感知与控制项目）
蒋晨璐 1 拟录取 材料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聚烯烃材料分子设计与智造项目）
许翰奇 2 拟录取 材料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聚烯烃材料分子设计与智造项目）
何倩 1 拟录取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许家翊 2 拟录取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刘冰吟 3 拟录取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王力宏 4 拟录取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洪博 5 拟录取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陈素 6 拟录取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彭健 7 拟录取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陈嘉健 8 递补1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陈德成 9 递补2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杨晨 10 递补3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王子硕 11 递补4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闫伟康 12 递补5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郑文潇 13 递补6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刘庭昊 14 递补7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李川 15 递补8 材料工程-材料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周尧 1 拟录取 材料工程-低碳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黄鹏玲 2 拟录取 材料工程-低碳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张悦 3 拟录取 材料工程-低碳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宋玉辉 4 拟录取 材料工程-低碳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沈宇哲 5 拟录取 材料工程-低碳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温嘉琦 6 拟录取 材料工程-低碳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赵洪鹤 6 拟录取 材料工程-低碳方向(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方子涵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闫晨正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陈延辉 3 拟录取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张旭良 4 拟录取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黎华亮 5 拟录取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熊盈盈 6 递补1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朱水心 7 递补2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阚蓉蓉 8 递补3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张咪 9 递补4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王思淋 10 递补5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赵春璐 11 递补6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王治霖 12 递补7 动力工程(宁波分院绿色石化、新材料与低碳技术项目）
周昊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孔垂旭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梁洪睿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金芷兰 4 拟录取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曹巧欢 5 拟录取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周锐 6 拟录取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杨喆 7 递补1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钞毅鹏 8 递补2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刘宇涵 9 递补3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任绍磊 10 递补4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王睿哲 11 递补5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郑柏阳 12 递补6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刘琦 13 递补7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赫世敬 14 递补8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虞佳辉 15 递补9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牛彦东 16 递补10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邱航 17 递补11 机械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翁诗彤 1 拟录取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张庆俐 2 拟录取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乔宗滨 3 拟录取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李孟洋 4 拟录取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赵翠娜 5 递补1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陈鑫 6 递补2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张培琦 7 递补3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李庆龄 8 递补4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白鑫 9 递补5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葛豪 10 递补6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冯维一 11 递补7 工业设计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曾渊博 1 拟录取 食品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吴子航 2 拟录取 食品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周小叶 3 拟录取 食品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张春旭 4 拟录取 食品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薛洋洋 5 拟录取 食品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饶苇 6 递补1 食品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肖韵 7 递补2 食品工程（宁波分院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与创新设计项目）
黄韬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洪琦滨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丁钰 3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郭凯彬 4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宋子昂 5 递补1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黄思杨 6 递补2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黄代圆 7 递补3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傅荣 8 递补4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李博君 9 递补5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童润芳 10 递补6 电气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张怡萍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苏兆兴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徐大海 3 递补1 动力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李俊达 1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何海伦 2 拟录取 光电信息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王森浩 3 递补1 光电信息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李冰俏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廖滔 2 拟录取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程思创 3 拟录取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郑之鹤 4 递补1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范佳伟 5 递补2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官巧梅 6 递补3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王楚 7 递补4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陈明尚 8 递补5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姜鹏飞 9 递补6 机械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李建鹏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郏振崴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严隽铭 3 递补1 控制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李高辉 4 递补2 控制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刘昊 5 递补3 控制工程（台州研究院智能装备创新设计项目）
单永鹏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丁剑寒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岳晨昕 3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江宸瑛 4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李树旭 5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何冰鑫 6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黄劼睿 7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熊毅 8 拟录取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郑昊 9 递补1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丁连政 10 递补2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刘洋 11 递补3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周月 12 递补4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胡昕逸 13 递补5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汪睿轩 14 递补6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翟乐贤 15 递补7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单泊洋 16 递补8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郭恒 17 递补9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刘雨佳 18 递补10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王佰盛 19 递补11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张力中 20 递补12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李启源 21 递补13 电气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邱舒扬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高李泊廷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王志 3 递补1 动力工程（可再生能源基地送出及消纳项目）
舒立扬 1 拟录取 材料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刘润瑾 2 拟录取 材料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宇垚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瑾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刘锐婉 3 递补1 电气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吕肖肖 4 递补2 电气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赵安鹏 1 拟录取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鹏超 2 拟录取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荣添 3 拟录取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姚澎 4 拟录取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柯卿 5 拟录取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梁效 6 拟录取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刘洋赫 7 递补1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白昊川 8 递补2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刚 9 递补3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郭紫岩 10 递补4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唐玉凝 11 递补5 动力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若愚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韦佳腾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姚奕 3 拟录取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李欣阳 4 拟录取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林俊晓 5 拟录取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严化鹏 6 拟录取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谢乙稼 6 拟录取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钱良书 8 递补1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鲁柳婷 9 递补2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胡杨 10 递补3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吴心滢 11 递补4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魏居龙 12 递补5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何迪 13 递补6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江一鸣 14 递补7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张洲 15 递补8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岳发维 16 递补9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刘辰 17 递补10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刘馨元 18 递补11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冯瑞琪 19 递补12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王志鹏 20 递补13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李杰 21 递补14 控制工程（飞航智能技术与装备项目）
刘迅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郭正阳 2 递补1 机械工程（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刘容川 1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龚子瑄 2 递补1 计算机技术（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韩博雯 3 递补2 计算机技术（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孙怀远 1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祝科民 2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陈柯逸 3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丁宇 3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李海馨 3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陈思 6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李欣武 7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江昕萌 8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黄旭阳 9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夏书敏 10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修贤好 11 拟录取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杨丰源 12 递补1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王明阳 13 递补2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邹明航 14 递补3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张少坤 15 递补4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陈丽 16 递补5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周瑞泰 17 递补6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陆皓磊 18 递补7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李先根 19 递补8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董际现 20 递补9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徐贤威 21 递补10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刘家豪 22 递补11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李国庆 23 递补12 土木水利（城市工程系统可持续项目）
温小雪 1 拟录取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俞杉杉 2 拟录取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孟慧迪 3 拟录取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祝伊飞 4 拟录取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付冰洁 5 拟录取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熊友琴 6 递补1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文景楠 7 递补2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李盼 8 递补3 材料工程（大健康高分子材料项目）
李浩然 1 拟录取 电气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胡耀文 2 拟录取 电气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朱力新 3 拟录取 电气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何坤鹏 4 递补1 电气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郭星阳 5 递补2 电气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王伟琛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朱俊杰 2 拟录取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贾森芸 3 拟录取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周煜亮 4 拟录取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许晋滨 5 拟录取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俞晨辰 6 递补1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夏普松 7 递补2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薛庭熙 8 递补3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刘端毅 9 递补4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赵豪迈 10 递补5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刘晨旭 11 递补6 机械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胡拓成 1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吴鈺冰 2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宋雨璠 3 拟录取 计算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李璐 4 递补1 计算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陈炫均 5 递补2 计算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毛岳峰 1 拟录取 控制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游伟捷 2 拟录取 控制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廖志豪 3 拟录取 控制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张艺琳 4 递补1 控制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姬莉莉 5 递补2 控制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陈世帆 6 递补3 控制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工程项目余姚）
武阳 1 拟录取 化学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佳恒 2 拟录取 化学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张恒昊 1 拟录取 机械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胡泽琦 2 拟录取 机械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佳鑫 3 递补1 机械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陈旭朋 4 递补2 机械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金鹏宇 5 递补3 机械工程（氢能科学与工程项目）
罗常凡 1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杨恒诣 2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沛 3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潘奕琛 4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曹一帆 5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宋世杰 5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钱闻卓 7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魏兢莹 7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方程龙 9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林佳 9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陆憬锴 11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邓泉 12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张尔含 12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郑少杰 12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吕星亮 15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曾子涵 16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胡哲 17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朝 17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姗姗 17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葛容宇 20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陈少凯 21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张海涛 22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雷超晶 23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江月恒 24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岑楚川 25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曲政 26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曹隆杰 27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童文韬 28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嘉淇 29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黄子懿 30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符蓝天 31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陈孟卓 32 拟录取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南子昂 33 递补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赵宇航 34 递补2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杨世龙 35 递补3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仲启咏 36 递补4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盛 37 递补5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袁嘉辉 38 递补6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杨一帆 39 递补7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周芸帆 40 递补8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高义超 41 递补9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吴博群 42 递补10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文 43 递补1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王之畅 44 递补12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陈茁 45 递补13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佳洛 46 递补14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江楠 47 递补15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何羽飞 48 递补16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陈季宇 49 递补17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蔡琰凯 50 递补18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张翔然 51 递补19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张斐怡 52 递补20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骆瑞霖 53 递补2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马菁 54 递补22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佳颖 55 递补23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孙翰文 56 递补24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卫孝瑞 57 递补25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李明 58 递补26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肖佳峰 59 递补27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蔡扬帆 60 递补28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念稷东 61 递补29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郭子毅 62 递补30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黎明 63 递补3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邢纪琛 64 递补32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邓梦月 65 递补33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吴一凡 66 递补34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朱怡琳 67 递补35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金利 68 递补36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工程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