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原二级学院 拟转入专业
1 程显 设计 精细化工技术
2 王伟 建工 药品生产技术
3 吴义豪 化工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4 孙霈 化工 光伏材料制备技术
5 朱宏 化工 生物制药
6 曹书涵 经管 药品生产技术
7 余光辉 检测 应用化工技术
8 梁锦烨 检测 精细化工技术（对口单招）
9 杨延安 检测 精细化工技术（对口单招）
10 李明言 检测 精细化工技术（对口单招）
11 梁冬 建工 分析检验技术
12 施蒋骏 经管 环境工程技术
13 武志鹏 经管 环境工程技术
14 庄岩 智造 药品质量与安全
15 张雨 智造 质量管理与认证
16 张周全 检测 环境工程技术
17 潘昊棋 检测 食品质量与安全
18 朱娜 检测 药品质量与安全
19 任少军 设计 建筑工程技术
20 马刘强 建工 工程造价
21 邱星伟 建工 工程造价
22 郑颖 建工 工程造价
23 高星星 建工 工程造价
24 柳家柔 建工 工程造价
25 张锦路 建工 工程造价
26 赵跃杰 建工 工程造价 
27 黄冠中 建工 建筑工程技术
28 夏浚玮 建工 建筑工程技术
29 徐志伟 建工 工程造价 
30 周自强 建工 建筑工程技术
31 裴志洋 建工 工程造价
32 侯文朝 建工 建筑工程技术
33 吴宇轩 化工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34 周荣敢 化工 工程造价
35 刁晨阳 化工 工程造价
36 宦海枭 化工 工程造价
37 薛传政 化工 建筑工程技术
38 房剑 化工 工程造价
39 冯继驰 化工 地下与隧道工程技术
40 吴昊 化工 建筑工程技术
41 杨志贵 化工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42 秦宇 化工 工程造价
43 赵铖晰 化工 工程造价
44 杜朝瑞 化工 建筑工程技术
45 周琪 经管 工程造价
46 顾佳乐 经管 工程造价
47 尤琳 经管 工程造价
48 张冰冰 经管 工程造价
49 彭先雨 经管 工程造价
50 戴禹诚 经管 建筑工程技术
51 徐成媛 经管 工程造价
52 陆思锦 经管 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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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孙存宇 经管 工程造价
54 张哲伟 经管 工程造价
55 马铭泽 智造 工程造价
56 王庾杰 智造 工程造价
57 裴文博 智造 建筑工程技术
58 王振宇 检测 建筑工程技术
59 张杨 检测 工程造价
60 张君豪 检测 工程造价
61 康玉龙 检测 建筑工程技术
62 吴建逸 检测 工程造价
63 潘艺文 检测 工程造价
64 汤婧雯 检测 工程造价
65 陈宇轩 检测 建筑工程技术
66 管振杰 设计 大数据与会计
67 陈岩 设计 大数据与会计
68 王馨怡 化工 大数据与会计
69 张千 化工 市场营销
70 高振良 化工 药品经营与管理
71 金鑫 化工 药品经营与管理
72 夏梦龙 化工 大数据与会计
73 许佳怡 化工 大数据与会计
74 陈顾文 化工 电子商务
75 王婷 经管 大数据与会计
76 吴亚楠 经管 大数据与会计
77 徐晨钰 经管 大数据与会计
78 高鹏程 经管 大数据与会计
79 张海南 经管 市场营销
80 陈婷 经管 市场营销
81 梁永 经管 酒店管理
82 李晓曼 经管 电子商务
83 满俊成 智造 大数据与会计
84 马宇腾 智造 国际商务
85 夏均益 智造 国际商务
86 程茹仪 检测 国际商务
87 藿美溪 检测 大数据与会计
88 吴静雯 检测 大数据与会计
89 彭晨曦 检测 电子商务
90 时星 检测 大数据与会计
91 李文欣 检测 大数据与会计
92 张贝贝 检测 大数据与会计
93 孙心语 检测 大数据与会计
94 邹佳映 建工 大数据与会计
95 张明璐 经管 大数据与会计
96 刘洁 建工 数字媒体技术
97 程晋校 建工 数字媒体技术
98 孙玺 化工 数字媒体技术
99 孟凡勋 化工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00 耿利丽 经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01 井敏 经管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02 章刘颖 智造 数字媒体技术
103 顾星语 智造 数字媒体技术
104 陶帆 检测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05 高焱 检测 数字媒体技术
106 盛守欢 检测 数字媒体技术
107 谭欣 检测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08 曹田云 检测 数字媒体技术
109 张训哲 化工 数字媒体技术
110 封婧雯 经管 数字媒体技术
111 王菲璠 设计 软件技术
112 王泽森 建工 大数据技术
113 赵孔 建工 机电一体化
114 王轶坤 建工 大数据技术
115 冯玮樑 建工 机电一体化 
116 路凡凡 建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17 王全舟 建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18 马珂 化工 大数据技术
119 林钰淏 化工 软件技术
120 王洪强 化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21 杨付壮 化工 大数据技术
122 程胜胜 化工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3 王桂琪 化工 物联网应用技术
124 祝汉林 化工 软件技术
125 魏东杰 化工 云计算技术应用
126 闫亚鹏 化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27 胡康 化工 大数据技术
128 吴嘉成 经管 大数据技术
129 贡铭 经管 机电一体化
130 吴佳诺 经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31 杨景茗 经管 机电一体化
132 刘昌昊 经管 大数据技术
133 尤浪潮 经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34 曹毅 经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35 叶佳佳 经管 大数据技术
136 姜雯 经管 软件技术
137 尹帅 智造 物联网应用技术
138 许成伟 智造 机电一体化
139 靳东子 检测 物联网应用技术
140 郝俊杰 检测 机电一体化
141 丁卫健 检测 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142 张旭 检测 云计算技术应用
143 朱怡然 检测 大数据技术
144 吴宇伦 检测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145 段珺杰 经管 机电一体化
146 史洪平 经管 电气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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