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0007 王鹄瑞 辽宁省 

191061406000014 庞渊 湖北省 

191061406000030 林江 四川省 

191061406000031 蒲明阳 四川省 

191061406000036 毕书康 江苏省 

191061406000041 董兴文 安徽省 

191061406000046 段建军 四川省 

191061406000053 李海强 江西省 

191061406000061 何金桧 四川省 

191061406000069 刘局 河南省 

191061406000075 甘佩 四川省 

191061406000077 张嘉 江西省 

191061406000083 洪自信 湖南省 

191061406000091 何海兵 重庆市 

191061406000097 卢会平 四川省 

191061406000106 魏菻颉 四川省 

191061406000109 张先仲 云南省 

191061406000110 唐文滔 重庆市 

191061406000115 陈康龙 江西省 

191061406000117 张泽威 河南省 

191061406000121 强恒轩 陕西省 

191061406000130 李春文 四川省 

191061406000154 毛金强 云南省 

191061406000166 孙泉 安徽省 

191061406000178 刁雨佳 安徽省 

191061406000196 秦启航 河南省 

191061406000197 王聚才 河南省 

191061406000209 景长威 四川省 

191061406000212 麻海志 湖南省 

191061406000230 孙兆言 河南省 

191061406000236 郑晓龙 河南省 

191061406000238 向文霄 湖南省 

191061406000240 赖清林 江西省 

191061406000251 伍江乙 湖南省 

191061406000270 窦心友 山东省 

191061406000275 倪国李 四川省 

191061406000277 李航宇 河南省 

191061406000278 汪扬帆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0282 陆明 安徽省 

191061406000291 任思硕 山东省 

191061406000293 屈涵冰 河南省 

191061406000301 吴奎 湖北省 

191061406000306 陈峥嵘 湖南省 

191061406000324 李莞江 湖南省 

191061406000325 楚晰 四川省 

191061406000328 王剑波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0329 李涛 甘肃省 

191061406000332 唐绍君 四川省 

191061406000334 魏斌 甘肃省 

191061406000339 余浩宇 浙江省 

191061406000340 曹正昕 河南省 

191061406000345 戴顺 江西省 

191061406000347 陈炼 四川省 

191061406000352 何智勇 安徽省 

191061406000355 韦晓嘉 广东省 

191061406000372 唐瑞 陕西省 

191061406000376 朱子良 江西省 

191061406000392 王旭 安徽省 

191061406000399 周涛 陕西省 

191061406000434 海萌 四川省 

191061406000442 常立恒 甘肃省 

191061406000443 李航 江西省 

191061406000445 廖先强 安徽省 

191061406000450 龚平 四川省 

191061406000453 刘子臻 山东省 

191061406000458 余志豪 江西省 

191061406000460 张思卉 辽宁省 

191061406000463 母洪波 四川省 

191061406000472 杨奕 江苏省 

191061406000473 李梦成 四川省 

191061406000478 陈仕熙 四川省 

191061406000494 贺鹏霖 山东省 

191061406000495 楚鹏义 河南省 

191061406000501 张雅婷 福建省 

191061406000504 胡立德 福建省 

191061406000505 韩建波 河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0507 杨天涵 云南省 

191061406000509 胡梦林 江西省 

191061406000519 李艳娟 重庆市 

191061406000522 胡庆琳 河南省 

191061406000534 胡金锞 河南省 

191061406000538 方威猛 河南省 

191061406000542 杨泽兴 四川省 

191061406000545 陈森 重庆市 

191061406000552 罗久健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0556 王一帆 河南省 

191061406000563 何格 重庆市 

191061406000565 史哲铭 辽宁省 

191061406000568 刘龙越 山东省 

191061406000570 凌汞 湖南省 

191061406000575 吕巡杰 四川省 

191061406000577 孙江伟 湖南省 

191061406000579 肖翔宇 江苏省 

191061406000582 毛春红 贵州省 

191061406000586 李令迪 河南省 

191061406000596 赵应波 云南省 

191061406000602 阮传鹏 浙江省 

191061406000616 邵昆 江西省 

191061406000623 张正泉 河南省 

191061406000632 李洋连 云南省 

191061406000633 辛友林 重庆市 

191061406000637 王艺光 河北省 

191061406000643 赵浩江 四川省 

191061406000650 董爱龙 甘肃省 

191061406000651 卓嘎松姆 西藏自治区 

191061406000654 范心语 河北省 

191061406000657 宋昊 陕西省 

191061406000665 谢俊雲 安徽省 

191061406000670 张文杰 河南省 

191061406000678 苟圣龙 四川省 

191061406000680 王永超 河南省 

191061406000682 王成 四川省 

191061406000685 孙健 安徽省 

191061406000688 胡杰龙 湖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0692 余飞 四川省 

191061406000706 朱心磊 河南省 

191061406000712 林武辉 福建省 

191061406000713 王永涛 河南省 

191061406000716 李嘉源 安徽省 

191061406000719 张伟帆 江西省 

191061406000729 李富杰 陕西省 

191061406000733 赵磊 安徽省 

191061406000734 牛明利 河北省 

191061406000740 王复轩 福建省 

191061406000747 刘偲琪 辽宁省 

191061406000749 钱程 江苏省 

191061406000753 沈先亮 云南省 

191061406000755 卢圣凯 江西省 

191061406000756 程辉普 河南省 

191061406000766 王展航 陕西省 

191061406000776 晏少枨 河南省 

191061406000778 肖力绮 江西省 

191061406000780 陈攀 四川省 

191061406000782 江林 重庆市 

191061406000783 曹雷雷 甘肃省 

191061406000787 吴余维嘉 江西省 

191061406000793 魏齐皓 福建省 

191061406000794 游嘉豪 江西省 

191061406000807 贾昌鑫 青海省 

191061406000811 王科 重庆市 

191061406000818 向环宇 湖北省 

191061406000819 吴才宝 湖南省 

191061406000821 陈豪 河北省 

191061406000823 段玉鹏 河南省 

191061406000831 金磊 浙江省 

191061406000834 冯晓龙 山东省 

191061406000835 黄河 河南省 

191061406000836 秦英哲 河南省 

191061406000844 李佳音 辽宁省 

191061406000845 王朝靖 浙江省 

191061406000846 叶浩辰 浙江省 

191061406000850 孙秋厚 山东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0851 赵启 甘肃省 

191061406000852 吴雪凤 甘肃省 

191061406000854 韦进明 四川省 

191061406000857 高会来 江西省 

191061406000858 黄李浩 浙江省 

191061406000859 李宗生 河南省 

191061406000860 秦超 湖北省 

191061406000863 曾思煜 福建省 

191061406000864 文忠毅 四川省 

191061406000868 张可青 河南省 

191061406000871 王程程 安徽省 

191061406000873 缪志楚 云南省 

191061406000877 秦朗 河南省 

191061406000879 屈晨旭 河南省 

191061406000880 夏琴 四川省 

191061406000881 何嘉林 江西省 

191061406000882 杨金顺 河南省 

191061406000883 俞鑫博 河南省 

191061406000884 传奇 重庆市 

191061406000885 李高均 湖南省 

191061406000887 余天赐 河南省 

191061406000891 高岭 湖北省 

191061406000892 高伟 重庆市 

191061406000894 邱宏阳 重庆市 

191061406000896 李欢 四川省 

191061406000906 任磊 四川省 

191061406000907 石涛 四川省 

191061406000912 刘永振 河南省 

191061406000916 林鸿浩 福建省 

191061406000917 高琰 河北省 

191061406000922 秦一涵 河南省 

191061406000923 邓勇 江西省 

191061406000924 吴海宾 江西省 

191061406000926 齐世鑫 河南省 

191061406000935 徐小龙 青海省 

191061406000944 苏扬帆 浙江省 

191061406000949 刘宝 重庆市 

191061406000955 程全民 江西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0963 孙建 湖北省 

191061406000967 魏晓蕾 河南省 

191061406000974 李星星 四川省 

191061406000978 余仲文 江西省 

191061406000991 顾建鸿 江西省 

191061406000992 王伟玲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0993 吴光 江西省 

191061406000996 聂蒙赏 河南省 

191061406000997 夏胜强 陕西省 

191061406000998 雷钧涵 重庆市 

191061406001003 徐宏杰 四川省 

191061406001005 刘梦雨 河南省 

191061406001008 刘亚宁 山东省 

191061406001011 吴易融 云南省 

191061406001014 李壮壮 河南省 

191061406001020 张森垚 江苏省 

191061406001028 王广超 河南省 

191061406001032 安泽旭 贵州省 

191061406001035 刘诗敏 江西省 

191061406001037 孔天赐 河南省 

191061406001038 李骁 辽宁省 

191061406001040 黄立燃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041 马宝发 河南省 

191061406001054 李丹丹 河南省 

191061406001061 杨浩 河北省 

191061406001069 王伟林 贵州省 

191061406001083 黄伟辉 江西省 

191061406001086 李燕琴 四川省 

191061406001107 苑玉强 辽宁省 

191061406001109 吕贵佳 河南省 

191061406001113 张昆仑 重庆市 

191061406001117 于倩颖 河南省 

191061406001118 秦源浩 河南省 

191061406001119 高振华 福建省 

191061406001120 王铭祥 四川省 

191061406001124 苗鄧泊 河南省 

191061406001127 何嘉骏 四川省 

191061406001129 刘志杰 河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131 刘哲 河南省 

191061406001136 李文博 河北省 

191061406001137 张润泽 河南省 

191061406001140 刘羽茜 四川省 

191061406001141 冯跃宁 山西省 

191061406001147 甘沛 四川省 

191061406001148 任航 四川省 

191061406001154 陈子依 陕西省 

191061406001157 吴慧珍 江西省 

191061406001158 刘衍忆 四川省 

191061406001160 冯思豪 四川省 

191061406001163 潘荆凯 浙江省 

191061406001169 高文泽 湖南省 

191061406001170 邓富洋 贵州省 

191061406001172 牛华坤 河南省 

191061406001175 朱应鹏 甘肃省 

191061406001176 李玉玲 四川省 

191061406001178 赵创日 湖南省 

191061406001181 王广元 陕西省 

191061406001182 涂章桂 江西省 

191061406001187 隋李佳 山东省 

191061406001189 苗瑞升 辽宁省 

191061406001192 方世龙 河南省 

191061406001194 张艳 浙江省 

191061406001195 张鑫新 江西省 

191061406001196 曹胜 河南省 

191061406001200 宋宇 四川省 

191061406001206 王岗 安徽省 

191061406001207 余意 湖北省 

191061406001209 游龙 河南省 

191061406001210 弭淑琦 山东省 

191061406001212 张子达 河南省 

191061406001214 翟科 贵州省 

191061406001215 郭守海 青海省 

191061406001224 宋东晓 河南省 

191061406001226 李松彬 四川省 

191061406001227 何董 贵州省 

191061406001229 李嘉敏 江西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231 肖涵涛 河北省 

191061406001234 刘卓楠 江西省 

191061406001236 李文斌 贵州省 

191061406001237 张坤田 河南省 

191061406001242 高秀洁 河北省 

191061406001245 周小艳 陕西省 

191061406001246 龙俐君 四川省 

191061406001254 韩喆琴 山西省 

191061406001256 武家振 江苏省 

191061406001258 沈三凯 四川省 

191061406001267 吴才鹏 贵州省 

191061406001269 李雨晨 山东省 

191061406001273 李积涛 青海省 

191061406001274 周庆龙 河北省 

191061406001280 廖万龙 甘肃省 

191061406001283 任一哲 河南省 

191061406001288 彭毅 贵州省 

191061406001298 张海东 云南省 

191061406001300 何东源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303 朱龙 陕西省 

191061406001307 覃宏春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311 蔡响 河南省 

191061406001312 郑文翾 甘肃省 

191061406001313 陈养志 福建省 

191061406001317 龚孟杰 云南省 

191061406001318 张瑞丰 河南省 

191061406001320 李宁 河南省 

191061406001321 揭鸿玮 福建省 

191061406001325 秘赛兵 河北省 

191061406001328 辛旺 四川省 

191061406001330 令剑刚 甘肃省 

191061406001335 陈海燕 重庆市 

191061406001345 汪驰 贵州省 

191061406001346 房悦 陕西省 

191061406001365 赵海博 黑龙江省 

191061406001371 赵宏飞 甘肃省 

191061406001373 鲁开栋 黑龙江省 

191061406001377 杨禹晗 黑龙江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378 彭敏 湖南省 

191061406001379 刘俊衡 河南省 

191061406001380 王强 四川省 

191061406001381 杨勇生 重庆市 

191061406001385 徐凯 浙江省 

191061406001386 梁珍珍 河南省 

191061406001387 张涛 福建省 

191061406001391 刘行 安徽省 

191061406001395 吴基易 江西省 

191061406001399 王世宇 河南省 

191061406001402 邓竹 湖南省 

191061406001409 余升龙 云南省 

191061406001412 尹亚 四川省 

191061406001413 王浩东 安徽省 

191061406001414 丁禹华 四川省 

191061406001418 李彪辉 甘肃省 

191061406001420 陈欣 四川省 

191061406001421 刘玉华 河南省 

191061406001425 强中华 甘肃省 

191061406001432 刘鹏利 福建省 

191061406001438 余明洁 贵州省 

191061406001441 陈杰 安徽省 

191061406001444 寇思怡 四川省 

191061406001445 颜通 湖南省 

191061406001450 鲍长有 湖南省 

191061406001454 刘成磊 山西省 

191061406001455 汪旺水 河南省 

191061406001456 屈生威 云南省 

191061406001457 李长宇 辽宁省 

191061406001458 滕志豪 湖南省 

191061406001459 郑深棋 福建省 

191061406001460 张晓迪 江苏省 

191061406001463 田龙 甘肃省 

191061406001464 史海江 山西省 

191061406001466 管如意 河南省 

191061406001470 王加奇 四川省 

191061406001474 叶建文 浙江省 

191061406001477 刘久朝 河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479 罗德军 重庆市 

191061406001482 李兴彪 贵州省 

191061406001487 史佳豪 陕西省 

191061406001488 张韬 四川省 

191061406001489 王伟 甘肃省 

191061406001490 何欧涯 云南省 

191061406001491 应宗臣 青海省 

191061406001493 贾旭亮 江苏省 

191061406001495 刘伟 安徽省 

191061406001496 杨豪迈 安徽省 

191061406001498 陈培墩 浙江省 

191061406001499 包超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500 崔海江 河南省 

191061406001501 韩雪 河北省 

191061406001505 聂世平 四川省 

191061406001506 唐海华 湖南省 

191061406001507 孟兴学 四川省 

191061406001508 矫金鹏 山东省 

191061406001512 李鑫美 四川省 

191061406001514 陈国政 福建省 

191061406001519 周俊 湖南省 

191061406001520 唐龙 四川省 

191061406001522 王河清 甘肃省 

191061406001527 鄢江明 贵州省 

191061406001530 倪国威 河南省 

191061406001532 宗培超 河北省 

191061406001534 黄耀辉 陕西省 

191061406001535 王志鑫 安徽省 

191061406001537 蓝潇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538 王宇凌 云南省 

191061406001539 王帅 河北省 

191061406001543 孙轩男 重庆市 

191061406001544 姜国铭 贵州省 

191061406001545 钟帅棋 贵州省 

191061406001549 冯志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558 储庭玉 安徽省 

191061406001559 景蕊蕊 陕西省 

191061406001563 孙楠 河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566 邓海军 贵州省 

191061406001569 祁科文 青海省 

191061406001574 李一波 甘肃省 

191061406001575 刘孝全 湖南省 

191061406001576 吴俨洪 重庆市 

191061406001577 吴铠 重庆市 

191061406001579 杨文堤 四川省 

191061406001582 周阿海 四川省 

191061406001584 柯江涛 陕西省 

191061406001586 余进森 云南省 

191061406001589 王光大 甘肃省 

191061406001590 张国明 四川省 

191061406001593 杨贤 湖南省 

191061406001595 陆原平 四川省 

191061406001597 孔俊峰 四川省 

191061406001602 张千龙 河南省 

191061406001603 李盼盼 甘肃省 

191061406001617 王开萄 四川省 

191061406001619 蔡鸿伟 重庆市 

191061406001624 姚若琛 河南省 

191061406001629 代懿曦 贵州省 

191061406001631 张光驰 河南省 

191061406001632 陈勇 安徽省 

191061406001635 龚治豪 四川省 

191061406001639 王晓岭 河北省 

191061406001642 姚波 重庆市 

191061406001648 王柳 江西省 

191061406001650 姜恩鹏 云南省 

191061406001651 郭瑞鹏 河北省 

191061406001656 韩易润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659 曾龙 江西省 

191061406001662 王娜娜 甘肃省 

191061406001664 何易兴 河南省 

191061406001669 苏子龙 河北省 

191061406001671 陈再江 贵州省 

191061406001678 王伟江 湖南省 

191061406001679 武晋烨 山西省 

191061406001683 王小超 甘肃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692 朱圣一 河南省 

191061406001694 方钦植 浙江省 

191061406001697 梁维富 贵州省 

191061406001699 林盟 四川省 

191061406001701 张东东 贵州省 

191061406001702 焦恒 陕西省 

191061406001704 朱博婷 甘肃省 

191061406001707 朱蒙蒙 江西省 

191061406001708 张洪清 四川省 

191061406001717 姚依然 贵州省 

191061406001719 张旺 江西省 

191061406001721 李相岑 湖南省 

191061406001723 秦川 四川省 

191061406001725 郑开诚 安徽省 

191061406001727 肖鹏 四川省 

191061406001728 于钧慧 四川省 

191061406001735 陈龙 贵州省 

191061406001736 王守国 四川省 

191061406001738 范阳阳 浙江省 

191061406001739 刘纪潘 浙江省 

191061406001743 胡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1061406001750 何祎婷 四川省 

191061406001753 吴昌昊 河南省 

191061406001756 陈宇 浙江省 

191061406001761 李龙 青海省 

191061406001767 赵萍萍 贵州省 

191061406001775 叶垚凯 浙江省 

191061406001778 黄国轩 福建省 

191061406001782 王海洋 贵州省 

191061406001786 邱春阳 福建省 

191061406001802 杨禹龙 甘肃省 

191061406001822 马文卓 云南省 

191061406001824 夏凯强 浙江省 

191061406001825 唐运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843 罗瑞康 浙江省 

191061406001845 袁军 四川省 

191061406001847 陈一帆 四川省 

191061406001849 汪博 四川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850 李嘉颖 甘肃省 

191061406001851 张天祥 甘肃省 

191061406001854 郭震方 河南省 

191061406001861 朱泽 安徽省 

191061406001864 钟金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878 朱佳冰 安徽省 

191061406001891 陈玉芳 陕西省 

191061406001895 王重淞 四川省 

191061406001896 华小芬 江西省 

191061406001897 吴艳萍 福建省 

191061406001899 徐当凌 江西省 

191061406001903 孙海洋 四川省 

191061406001906 崔庆各 贵州省 

191061406001915 梁旭升 内蒙古自治区 

191061406001917 罗锐 河南省 

191061406001918 肖海明 江西省 

191061406001919 王玉涛 云南省 

191061406001922 陈浩东 内蒙古自治区 

191061406001923 曾桔 四川省 

191061406001925 刘乐斌 甘肃省 

191061406001931 何佳乐 贵州省 

191061406001933 鲁耀伦 贵州省 

191061406001939 蔡顺程 四川省 

191061406001944 吴汉彬 福建省 

191061406001945 戴建芳 福建省 

191061406001950 孙本迪 云南省 

191061406001951 赵亮 四川省 

191061406001952 陈杰炜 福建省 

191061406001954 周默 吉林省 

191061406001962 曾聪 江西省 

191061406001963 赵智超 四川省 

191061406001964 余家煊 福建省 

191061406001968 丁王滨 浙江省 

191061406001971 谭晓俊 湖北省 

191061406001974 刘熙云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1061406001976 胡伟珑 江苏省 

191061406001981 龙建江 贵州省 

191061406001983 王迪 云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19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191061406001988 吴汶珀 四川省 

191061406001989 陈阳 陕西省 

191061406001995 樊朝旭 四川省 

191061406001996 贺锦鹏 江西省 

191061406002002 张戈 陕西省 

191061406002005 上官世茂 陕西省 

191061406002006 莫进官 贵州省 

191061406002008 班海坤 贵州省 

191061406002016 易博 四川省 

191061406002018 杨顺航 贵州省 

191061406002020 达娃扎西 西藏自治区 

191061406002028 董建磊 云南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