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0005 程子铭 吉林省

211061406000013 刘朔 内蒙古自治区

211061406000024 宋和宇 吉林省

211061406000052 邱炜根 福建省

211061406000055 周昊 四川省

211061406000082 李如毅 山东省

211061406000084 陈智昊 山东省

211061406000091 刘学亮 山东省

211061406000102 杨津 四川省

211061406000107 于锦涛 辽宁省

211061406000116 肖星 四川省

211061406000117 刘辰光 河南省

211061406000123 辛海涛 河南省

211061406000127 何萍 四川省

211061406000170 姚路岩 河南省

211061406000172 李沛璇 河南省

211061406000178 王宇鹏 江西省

211061406000208 梁忠发 江西省

211061406000209 秦颖超 重庆市

211061406000214 王乾士 河南省

211061406000220 魏福鑫 四川省

211061406000223 刘宏宝 重庆市

211061406000231 尹坤 四川省

211061406000239 郭阳阳 河南省

211061406000245 高杰 四川省

211061406000247 蒲文东 四川省

211061406000255 段新月 四川省

211061406000259 朱宇昕 贵州省

211061406000261 谢言 河南省

211061406000264 李祺祺 安徽省

211061406000268 高青山 河南省

211061406000272 潘宏杰 浙江省

211061406000273 王啟峰 贵州省

211061406000277 朱泽 福建省

211061406000293 潘高峰 河南省

211061406000297 章楚明 浙江省

211061406000298 马统斌 青海省

211061406000308 尚桂花 青海省

211061406000315 甘雨伦 浙江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0323 胡俊 陕西省

211061406000330 黄闯 河南省

211061406000335 汪帅午 浙江省

211061406000337 彭荣虎 四川省

211061406000350 黄诗杰 福建省

211061406000358 朱倩琳 浙江省

211061406000360 熊一帆 浙江省

211061406000364 孙亮 贵州省

211061406000368 何博 四川省

211061406000370 蒋文滔 四川省

211061406000371 彭超 河南省

211061406000375 孟雷峰 河南省

211061406000379 彭越 河南省

211061406000381 武志强 四川省

211061406000390 韩烨昊 贵州省

211061406000393 杨一铭 河南省

211061406000428 衡运涛 河南省

211061406000430 杨帆 福建省

211061406000442 尧成栋 江西省

211061406000449 廖学黄 江西省

211061406000464 谭湘怡 湖北省

211061406000467 朱元润 河南省

211061406000476 彭濛濛 河南省

211061406000477 邱开州 江西省

211061406000479 谢东岭 河南省

211061406000481 刘芸泽 重庆市

211061406000483 邓俊杰 四川省

211061406000487 刘朝戈 河南省

211061406000496 秦俊豪 河南省

211061406000524 张杰 四川省

211061406000539 李悦婷 江西省

211061406000554 马海贤 青海省

211061406000561 王舒豪 陕西省

211061406000563 刘海阳 河南省

211061406000567 陈卓 安徽省

211061406000570 张硕 河南省

211061406000571 吕梦浩 河南省

211061406000574 曾开 江西省

211061406000579 覃铭东 湖南省

211061406000582 马义 吉林省

211061406000586 王雨晨 安徽省

211061406000587 李东阳 河南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0588 李潮洋 河南省

211061406000597 赵鲁祺 甘肃省

211061406000598 杨子瑞 河南省

211061406000605 张义鹏 贵州省

211061406000606 孙志杰 安徽省

211061406000618 张花端 河南省

211061406000621 古之桓 河南省

211061406000623 王启宇 甘肃省

211061406000639 胡圣权 福建省

211061406000648 刘志发 江西省

211061406000653 黄焕 重庆市

211061406000656 曾庆吉 吉林省

211061406000657 丁彤 甘肃省

211061406000658 廖德名 江西省

211061406000674 孟祥乐 安徽省

211061406000675 张鹏 福建省

211061406000680 柯增鹏 陕西省

211061406000682 姜正 浙江省

211061406000690 王元野 安徽省

211061406000695 祝友朋 四川省

211061406000699 王仁杰 四川省

211061406000704 赵子杰 江西省

211061406000705 李阔秦 江西省

211061406000710 刘萌辉 安徽省

211061406000714 黄伟腾 江西省

211061406000717 郭致瑄 内蒙古自治区

211061406000728 李一鸣 江西省

211061406000742 曹溢荣 河南省

211061406000747 胡志燊 四川省

211061406000748 涂福政 安徽省

211061406000750 杨东亮 河南省

211061406000764 杨洁敏 广东省

211061406000777 秦光芸 甘肃省

211061406000780 邓卜峰 安徽省

211061406000782 赵泽凯 河北省

211061406000790 黄祺 浙江省

211061406000807 吴紫钰 四川省

211061406000809 杨嘉凯 江西省

211061406000815 任梓蔚 四川省

211061406000820 邱鑫 江西省

211061406000821 马弘坤 江苏省

211061406000822 张帅 黑龙江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0835 李家康 河南省

211061406000837 罗汉洲 湖北省

211061406000843 杨胤 四川省

211061406000844 徐洁 湖南省

211061406000846 曾祥杰 江西省

211061406000849 赵晋 四川省

211061406000859 朱宇杰 安徽省

211061406000861 谭佳炜 江西省

211061406000865 刘恩永 江西省

211061406000873 袁正生 贵州省

211061406000878 侯林甫 四川省

211061406000879 田堃洋 重庆市

211061406000883 吴凡杰 福建省

211061406000892 宋苏桓 河南省

211061406000894 刘言 安徽省

211061406000897 阮鑫 陕西省

211061406000917 黄倩倩 湖北省

211061406000926 孙哲 安徽省

211061406000927 郑航 四川省

211061406000928 卢乐珊 广东省

211061406000932 刘辉阳 四川省

211061406000936 秦锐 重庆市

211061406000940 吴宇峰 四川省

211061406000942 郭南锋 重庆市

211061406000946 周晗 安徽省

211061406000951 侯文卓 河北省

211061406000953 朱同曼 河南省

211061406000957 刘鑫钊 河北省

211061406000962 铁永琦 青海省

211061406000963 刘保同 河北省

211061406000964 龚春荣 重庆市

211061406000966 孙士奇 河北省

211061406000968 李春阳 河南省

211061406000972 徐群博 浙江省

211061406000981 陈梁 四川省

211061406000987 谢鹏 四川省

211061406000996 魏栋东 甘肃省

211061406000997 刘伟业 河北省

211061406000999 向振 河南省

211061406001000 刘旭 河南省

211061406001009 张新宇 湖南省

211061406001011 杜红强 四川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1012 许文杰 安徽省

211061406001013 杨马胜 贵州省

211061406001021 付帅 贵州省

211061406001023 潘嘉 四川省

211061406001024 翟维轩 四川省

211061406001025 王兆宽 山东省

211061406001026 谯昊 四川省

211061406001030 颜剑波 湖南省

211061406001037 何红志 四川省

211061406001041 刘进伟 贵州省

211061406001049 范丁文 四川省

211061406001050 林向前 广东省

211061406001053 肖佳清 江西省

211061406001058 袁子扬 河北省

211061406001059 高雷 河北省

211061406001073 周俊先 广东省

211061406001080 闫承旭 安徽省

211061406001083 梅洋 四川省

211061406001085 于东洋 安徽省

211061406001093 李宏达 云南省

211061406001106 文倩 云南省

211061406001107 李志龙 青海省

211061406001121 罗成 云南省

211061406001131 陶勇 安徽省

211061406001134 彭德铭 浙江省

211061406001143 韩瑞锋 四川省

211061406001144 文广 四川省

211061406001145 马小军 青海省

211061406001149 王荔波 河南省

211061406001151 张义盛 贵州省

211061406001153 王凌云 云南省

211061406001157 朱雯静 云南省

211061406001162 周美帅 云南省

211061406001164 林永诚 福建省

211061406001166 吉羽 海南省

211061406001167 马力 四川省

211061406001176 张琬 云南省

211061406001178 黄嘉明 江西省

211061406001192 蒲柳余 四川省

211061406001196 雷建徽 安徽省

211061406001208 刘雄 云南省

211061406001223 杨天荣 甘肃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1224 胡俊豪 云南省

211061406001239 黄鑫 四川省

211061406001240 牛钰兴 河北省

211061406001242 朱岩 湖北省

211061406001243 颉旭东 甘肃省

211061406001248 李冰冰 四川省

211061406001253 孙红朝 河北省

211061406001258 王帅喜 安徽省

211061406001259 杨卓越 江苏省

211061406001263 马忠良 青海省

211061406001270 李璇 山东省

211061406001274 彭魏岚 湖南省

211061406001276 俞宏沁 浙江省

211061406001277 马吉 云南省

211061406001281 徐莉 云南省

211061406001286 周明亮 四川省

211061406001292 任士融 河南省

211061406001293 石昌力 河南省

211061406001294 胡丽雯 贵州省

211061406001295 李伟 安徽省

211061406001301 陶沛宇 陕西省

211061406001303 洪佳伟 江西省

211061406001311 田东 重庆市

211061406001314 姚博 重庆市

211061406001317 刘金迪 甘肃省

211061406001318 邓军齐 云南省

211061406001321 陈坤洪 福建省

211061406001322 尹超 云南省

211061406001324 陈美娟 江西省

211061406001326 冉秋豪 重庆市

211061406001330 单恒 重庆市

211061406001336 黎琳 贵州省

211061406001342 戴荣桢 江西省

211061406001344 张博洋 四川省

211061406001348 何浩坤 四川省

211061406001350 马科 甘肃省

211061406001356 刘伟杰 安徽省

211061406001360 王涵 四川省

211061406001364 吴佳红 云南省

211061406001366 徐新荣 云南省

211061406001367 赵灿 安徽省

211061406001368 吴文学 江西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1382 查辰琛 江西省

211061406001383 黄思恩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61406001385 吴庆萍 浙江省

211061406001389 宋羊阳 湖北省

211061406001391 张安琦 青海省

211061406001393 郑剑超 云南省

211061406001394 陈金龙 四川省

211061406001396 汤亚民 陕西省

211061406001405 姚登辰 陕西省

211061406001410 洪义 湖北省

211061406001413 张凯 河北省

211061406001423 陈军 山东省

211061406001434 陈胤宏 四川省

211061406001439 张垚垚 河南省

211061406001442 陈思涵 福建省

211061406001458 赵鸿博 黑龙江省

211061406001462 袁秋霞 江西省

211061406001470 夏天 江苏省

211061406001471 吴佳浚 江西省

211061406001481 邹世杰 江西省

211061406001487 李思锦 四川省

211061406001488 蔡人杰 黑龙江省

211061406001490 陆瑞 甘肃省

211061406001491 卫雨听 四川省

211061406001493 黄文栋 福建省

211061406001496 闵世杰 湖北省

211061406001499 秦红泽 重庆市

211061406001502 王乐洲 四川省

211061406001503 陈启涛 云南省

211061406001506 陈钰丹 江西省

211061406001510 马天亮 甘肃省

211061406001515 刘伟 河北省

211061406001520 王兴俊 四川省

211061406001523 王鑫 四川省

211061406001529 熊增鹏 青海省

211061406001531 贾文杰 青海省

211061406001532 罗依璇 福建省

211061406001534 李国庆 青海省

211061406001541 邓骞 四川省

211061406001544 白海军 贵州省

211061406001545 黄博睿 湖北省

211061406001550 陈婷婷 四川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1551 杨莹 四川省

211061406001557 韩康辉 河南省

211061406001558 张鑫毅 四川省

211061406001561 程聪 重庆市

211061406001562 梅许 陕西省

211061406001565 任智豪 重庆市

211061406001569 戴煜 江苏省

211061406001580 吕少冬 陕西省

211061406001582 包垒 四川省

211061406001586 兰刘成 四川省

211061406001600 樊航 湖南省

211061406001609 江永豪 江西省

211061406001612 薛垚 重庆市

211061406001614 刘雨璐 河南省

211061406001615 陈浩 福建省

211061406001616 郭振泽 甘肃省

211061406001621 郑雨 河南省

211061406001624 姚婷 安徽省

211061406001625 马官星 云南省

211061406001628 王涣基 吉林省

211061406001633 李佳欣 四川省

211061406001635 傅彬芥 四川省

211061406001638 神远洋 山东省

211061406001640 王灿 河南省

211061406001642 魏翥 四川省

211061406001644 陈俊良 重庆市

211061406001649 卢越 四川省

211061406001650 张岩 四川省

211061406001651 汤嘉骏 浙江省

211061406001652 张皓 四川省

211061406001653 刘一帆 湖南省

211061406001655 张海硕 黑龙江省

211061406001659 何小倩 四川省

211061406001673 赖地亮 四川省

211061406001676 杨焯 四川省

211061406001680 朱云鹏 四川省

211061406001681 李伟 安徽省

211061406001683 苏含忠 甘肃省

211061406001686 刘月祥 江西省

211061406001689 刘春阳 江西省

211061406001690 陈露 云南省

211061406001696 汪志武 湖北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1697 程圳 河南省

211061406001724 程子强 湖北省

211061406001726 朱泰安 四川省

211061406001727 李志杰 河南省

211061406001728 代龙飞 云南省

211061406001730 张浩 甘肃省

211061406001732 赵志淳 江苏省

211061406001734 陈燿 浙江省

211061406001749 黄婷 江西省

211061406001753 叶立钦 浙江省

211061406001761 顾玉蓉 贵州省

211061406001762 田阳 陕西省

211061406001763 段苏益 云南省

211061406001764 张宾 四川省

211061406001766 赵嘉良 黑龙江省

211061406001771 钱智文 湖北省

211061406001779 李锦涛 四川省

211061406001786 曾礼 重庆市

211061406001789 陈欣凯 福建省

211061406001799 李俊德 四川省

211061406001800 吕欣 贵州省

211061406001802 成如意 重庆市

211061406001805 江仁旭 陕西省

211061406001816 梁仲铠 江西省

211061406001822 贺仁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11061406001823 吴圳荣 贵州省

211061406001825 黄文郅 四川省

211061406001826 王广远 陕西省

211061406001827 刘子豪 河北省

211061406001832 谢瑾 安徽省

211061406001833 蒲钰翔 贵州省

211061406001837 朱国梁 河南省

211061406001839 贺亮 四川省

211061406001840 程佳超 山东省

211061406001843 范道斌 福建省

211061406001846 陈锦威 河南省

211061406001847 汪乐源 四川省

211061406001850 李江国 河南省

211061406001856 张梦林 贵州省

211061406001859 余国政 贵州省

211061406001861 张榕坤 福建省

211061406001862 肖芝锋 广西壮族自治区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1868 雷旭东 四川省

211061406001882 吴绮雯 河南省

211061406001883 赵晨宇 河南省

211061406001884 李才源 云南省

211061406001885 吴云冰 江西省

211061406001886 刘天赐 安徽省

211061406001890 张玉瑞 山西省

211061406001897 曹帅 四川省

211061406001900 王帅 四川省

211061406001901 肖行 江西省

211061406001903 林钒 福建省

211061406001904 张开鹏 河北省

211061406001906 路艳艳 河北省

211061406001907 彭坤 四川省

211061406001908 张汉强 辽宁省

211061406001912 蔡采恩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61406001916 冯川 四川省

211061406001925 范文豪 重庆市

211061406001935 陶贤华 四川省

211061406001936 陈朝兵 四川省

211061406001938 卢苏 江苏省

211061406001940 马小伟 山西省

211061406001941 张扬 四川省

211061406001942 魏子恒 山西省

211061406001944 刘晓雍 青海省

211061406001948 李青坪 四川省

211061406001950 王敏 甘肃省

211061406001951 张骏豪 河北省

211061406001952 韩晓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11061406001954 王泽明 甘肃省

211061406001959 古霖友 四川省

211061406001970 田夏暾 甘肃省

211061406001977 张兴磊 云南省

211061406001989 吕安润 贵州省

211061406001994 徐浩强 四川省

211061406001996 邓坤杰 河南省

211061406002002 王伟光 辽宁省

211061406002005 王鹏博 甘肃省

211061406002006 陈双杨 四川省

211061406002009 李琦 安徽省

211061406002010 马学智 江西省

211061406002013 曹权卫 湖南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2014 刘阿敏 安徽省

211061406002016 罗文婷 四川省

211061406002017 王可旭 河南省

211061406002021 陈宇轩 浙江省

211061406002022 连泽宇 河南省

211061406002028 黄俊锋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61406002032 赵向锋 湖北省

211061406002040 王睿 江西省

211061406002044 蒲军林 四川省

211061406002045 胡文俊 云南省

211061406002047 张晓鹏 甘肃省

211061406002051 李一昊 甘肃省

211061406002056 范非凡 重庆市

211061406002059 李勇志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61406002066 罗胜洪 福建省

211061406002079 丁子阳 河南省

211061406002085 王威 湖北省

211061406002088 叶锦莹 福建省

211061406002090 吴振宇 四川省

211061406002091 黄将 云南省

211061406002097 张西琳 江苏省

211061406002099 付少凡 河南省

211061406002104 陈英豪 四川省

211061406002106 杨洪涛 贵州省

211061406002109 鲁茸尼玛 云南省

211061406002118 王建豪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61406002120 杨再旭 湖南省

211061406002124 汪青 贵州省

211061406002142 刘秋月 重庆市

211061406002147 胡栖博 四川省

211061406002148 牛玉文 安徽省

211061406002150 王海涛 内蒙古自治区

211061406002157 周明寰 云南省

211061406002160 刘佳龙 内蒙古自治区

211061406002168 唐秋莲 四川省

211061406002172 邓立文 四川省

211061406002173 杨双伟 宁夏回族自治区

211061406002175 秦剑 陕西省

211061406002176 次旺多觉 西藏自治区

211061406002180 蒋朝洋 四川省

211061406002184 何睿楠 江苏省

211061406002187 王通亮 四川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2193 胡梓涵 湖南省

211061406002197 杨青龙 湖南省

211061406002199 胡泽昊 贵州省

211061406002200 刘琦 江苏省

211061406002201 刘荣彬 云南省

211061406002202 马格 贵州省

211061406002206 牛乐 安徽省

211061406002209 张哲睿 江苏省

211061406002214 蒋栋洲 四川省

211061406002216 嘎玛次旦 西藏自治区

211061406002218 屈国浩 四川省

211061406002220 张传辉 江西省

211061406002221 桑佳豪 安徽省

211061406002234 李涵 湖南省

211061406002240 郑波凯 江西省

211061406002246 张玉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61406002251 董基璇 广西壮族自治区

211061406002256 张铁瀚 四川省

211061406002259 张栋栋 甘肃省

211061406002268 肖奕 四川省

211061406002269 刘秦 湖南省

211061406002270 陈永俊 贵州省

211061406002279 努尔江·奥斯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11061406002280 宋通智 贵州省

211061406002281 郭子达 宁夏回族自治区

211061406002282 王烨 四川省

211061406002284 苏扬东 福建省

211061406002285 钟耀坚 广东省

211061406002287 胥昀潇 四川省

211061406002288 刘耀 四川省

211061406002293 刘鹤潇 云南省

211061406002294 唐彪 湖南省

211061406002295 施应飞 云南省

211061406002296 韩晨 安徽省

211061406002299 万鹏春 四川省

211061406002300 郭强 湖北省

211061406002306 杨芹 四川省

211061406002307 刘承让 重庆市

211061406002308 张亚斌 云南省

211061406002311 李浩 陕西省

211061406002317 谭奥林 湖北省

211061406002319 方兴雄 四川省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11061406002320 罗集体 甘肃省

211061406002321 刘瑞祺 甘肃省

211061406002324 张锐杰 四川省

211061406002328 赵培楠 甘肃省

211061406002329 潘长安 四川省

211061406002332 何苏航 四川省

211061406002338 沈佳程 广东省

211061406002341 熊伦 贵州省

211061406002342 温从理 浙江省

211061406002343 牛振原 青海省

211061406002345 杜婷婷 贵州省

211061406002350 张城 云南省

211061406002356 焦万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11061406002357 鲁子童 内蒙古自治区

211061406002358 陈雄飞 甘肃省

211061406002359 杨应海 贵州省

211061406002360 薛人瑜 四川省

211061406002362 李晓 河北省

211061406002363 黄和钊 云南省

211061406002364 陈国健 重庆市

211061406002366 刘世蟒 贵州省

211061406002368 陈涛 河南省

211061406002379 陈占昊 青海省

211061406002384 张梦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