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原学院 第一专业、班级

1 20150281 窦德雨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化学 15-3

2 20150327 王洪倩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材料化学 15-1

3 20150335 张瑛頔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 15-1

4 20156096 董睿智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15-2

5 20151829 樊树雅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15-2

6 20152293 吴佳璇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15-3

7 20154999 于晓满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15-4

8 20152508 张宸 经济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15-5

9 20152089 赵子惠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

10 20152091 付金媛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

11 20155088 雷锐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0

12 20155104 李华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0

13 20152429 燕翔宇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1

14 20155101 山凯泽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1

15 20155117 刘栩辰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1

16 20152406 刘文钰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2

17 20152409 肖淑奇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2

18 20152386 刘鹏飞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3

19 20155158 安广军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3

20 20155237 张新一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4

21 20155244 郭启欣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14

22 20152073 贺聪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3

23 20151833 王樱桦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5

24 20151868 邱竟超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5

25 20151887 高名扬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6

26 20151906 杨文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6

27 20152066 胡乐天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7

28 20152369 段云佼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8

29 20152340 宋怡洁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9

30 20155064 袁新宁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9

31 20155118 王小雨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15-9

32 20152281 张思巧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15-1

33 20152244 孙亚男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15-3

34 20152250 臧一萱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15-4

35 20152055 李强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15-7

36 20155018 朱凯宁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15-7

37 20155200 巩福莲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15-9

38 20152510 李菡芮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15-2

39 20152532 张缘 经济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15-6

40 20152609 范涵姣 林学院 园林 15-3

41 20156554 贺丽君 林学院 林学 15-2

42 20156616 周魏杰 林学院 园林 15-2

43 20153180 董玉娇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15-4

44 20153333 汪熙锴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15-1

45 20156748 窦媛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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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51010 鞠鸿林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5-2

47 20151016 孙晨皓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5-2

48 20157104 苏培兴 水利土木工程学院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5-2

49 20151391 周鹤 外国语学院 日语 15-1

50 20154600 吕学瑞 外国语学院 俄语 15-1

51 20154651 刘頔一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15-1

52 20153394 柴加富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15-1

53 20155577 赵鑫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5-1

54 20155589 胡言晓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15-1

55 20155591 魏霖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5-4

56 20153939 孔令霞 园艺学院 园艺15-6

57 20153970 冯资权 园艺学院 园艺15-1

58 20154069 王艺晓 植物保护学院 烟草15-2

59 20155804 颜嘉音 植物保护学院 森林保护（有害生物防控方向）15-2

60 20154217 葛闯 资源与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15-1

61 20154244 张馨元 资源与环境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 15-1

62 20154268 殷宪源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5-1

63 20154296 王琳璇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5-2

64 20154299 宗珊珊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5-2

65 20154302 张校千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15-2

66 20155861 张进 资源与环境学院 草业科学15-1

67 20154683 张菡 文法学院 行管-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