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第二学士学位拟录取名单

序号 姓名 学号 性别 所在学院 就读专业 拟录取专业 测试成绩 录取结果

1 唐智崴 2017110801028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互联网金融 工商管理 93.60 拟录取

2 杨舒寒 2017110901010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92.00 拟录取

3 李子轩 201722100401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91.40 拟录取

4 周航 2017221104025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91.00 拟录取

5 刘洋 2017190301022 男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工商管理 90.40 拟录取

6 付可 2017130401010 女 外国语学院 法语 工商管理 90.40 拟录取

7 刘欣 2017120802006 女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 89.80 拟录取

8 周锐杰 2017070907025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89.60 拟录取

9 陈广乐 2017010910014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工商管理 89.60 拟录取

10 卿正 201722130401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89.60 拟录取

11 陈思聪 2017030401013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应用化学 工商管理 89.40 拟录取

12 石小洲 2017040206012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9.20 拟录取

13 袁源 2017110902011 女 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融学 工商管理 89.20 拟录取

14 赖文韬 2017221104006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89.00 拟录取

15 阎河树 2017220304012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88.80 拟录取

16 钟强 201722100301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8.80 拟录取

17 徐嘉 2017220305030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88.80 拟录取

18 李鑫 2017030304008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8.60 拟录取

19 陈思宇 2017040206006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8.60 拟录取

20 王立浩 2017221104022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88.40 拟录取

21 谯凯 2017221302020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88.20 拟录取

22 刘子钰 2017051205024 女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88.00 拟录取



序号 姓名 学号 性别 所在学院 就读专业 拟录取专业 测试成绩 录取结果

23 王晓彤 2017070905019 女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87.80 拟录取

24 张宇晨 2017010909003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工商管理 87.40 拟录取

25 赵一航 2017221001007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7.40 拟录取

26 汪名龙 2017180202013 男 资源与环境学院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工商管理 87.40 拟录取

27 阳颢南 2017110902001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87.20 拟录取

28 孙立超 201722090101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动漫） 工商管理 87.20 拟录取

29 黄耀华 2017210201019 男 医学院 护理学 工商管理 86.80 拟录取

30 郑方浩 2017110801027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互联网金融 工商管理 86.00 拟录取

31 刘卓华 2017020903016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86.00 拟录取

32 徐伟琛 2017020912026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85.80 拟录取

33 刘素华 2017120801034 女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 85.60 拟录取

34 张赛可 2017090101022 女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工商管理 85.60 拟录取

35 周冠宇 2017010902023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工商管理 85.60 拟录取

36 朱笑男 2017010902017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85.40 拟录取

37 袁闯 2017020908003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对抗技术 工商管理 85.40 拟录取

38 李子轩 2017010912016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工商管理 85.20 拟录取

39 杨含鑫 201722120102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工商管理 85.00 拟录取

40 宋敬佳 2017060204016 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工商管理 84.60 拟录取

41 张斌 2017060105028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4.40 拟录取

42 邵亮 2017040201012 男 物理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4.40 拟录取

43 付可欣 2017130101020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工商管理 84.40 拟录取

44 李豪 2017221101023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84.40 拟录取

45 陈昊 2017040208008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4.20 拟录取

46 刘佳玺 2017180301016 男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3.60 拟录取



序号 姓名 学号 性别 所在学院 就读专业 拟录取专业 测试成绩 录取结果

47 于子超 2017010910011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83.60 拟录取

48 康晓虎 2017010905007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工商管理 83.40 拟录取

49 谢啸 2017060106008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3.40 拟录取

50 宫煦 2017070906015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工商管理 83.40 拟录取

51 肖运鸿 2017010911016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工商管理 83.20 拟录取

52 吴佳钰 2017221004028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3.20 拟录取

53 张凯 2017180301020 男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3.00 拟录取

54 郭琼茹 2017221005025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3.00 拟录取

55 舒鑫 2017040201018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3.00 拟录取

56 陈阳 2017010801002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83.00 拟录取

57 林罕 2017180301024 男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2.80 拟录取

58 王逸 2017010909019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工商管理 82.80 拟录取

59 史海 2017221201005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工商管理 82.80 拟录取

60 吴欣宇 2017221305015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82.80 拟录取

61 周雨燕 2017210201005 女 医学院 护理学 工商管理 82.60 拟录取

62 余静 2017010908025 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82.40 拟录取

63 韩维铁 2017110801023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互联网金融 工商管理 82.40 拟录取

64 宋元博 2017110901030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82.40 拟录取

65 彭子潇 201722100300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2.40 拟录取

66 李国祺 2017010912011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82.20 不予录取

67 黎卓越 2017180201012 男 资源与环境学院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工商管理 82.00 不予录取

68 汤航 2017080201004 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工商管理 81.80 不予录取

69 方昊 2017090402018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工商管理 81.80 不予录取

70 马槊 2017020901007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对抗技术 工商管理 81.80 不予录取



序号 姓名 学号 性别 所在学院 就读专业 拟录取专业 测试成绩 录取结果

71 吴孙兵 2017220302016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81.60 不予录取

72 李天泽 2017070902004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81.40 不予录取

73 徐晨皓 2017070906014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工商管理 81.40 不予录取

74 肖一鸣 2017020912014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81.40 不予录取

75 陈纯浩 2017220304013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81.20 不予录取

76 程坤 2017340103008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工商管理 81.20 不予录取

77 杨璐豪 2017020901009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对抗技术 工商管理 81.20 不予录取

78 张骁 2017221303009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81.20 不予录取

79 张哲维 2017060106030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1.20 不予录取

80 杨添 2017040101001 男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工商管理 81.00 不予录取

81 荆杨峰 2017070905009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工商管理 81.00 不予录取

82 郭文博 2017060106018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1.00 不予录取

83 朱文韬 2017010904003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81.00 不予录取

84 叶臻屹 201722100501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1.00 不予录取

85 景秉澳 2017070907001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80.60 不予录取

86 赵依静 2017060102001 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80.40 不予录取

87 单毅 2017221201004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工商管理 80.40 不予录取

88 查俊豪 2017090401001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工商管理 80.40 不予录取

89 朱帅 2017051201009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商管理 80.20 不予录取

90 罗皎月 2017120801036 女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 80.20 不予录取

91 张舒逸 2017221005020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0.00 不予录取

92 高新 201722100500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80.00 不予录取

93 李存益 2017060801009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商管理 79.60 不予录取

94 郑屿 2017220301027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79.60 不予录取



序号 姓名 学号 性别 所在学院 就读专业 拟录取专业 测试成绩 录取结果

95 周昱昆 2017040201011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9.60 不予录取

96 叶何 2017170101024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工商管理 79.60 不予录取

97 王赫岩 2017090401019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工商管理 79.60 不予录取

98 杨明芮 2017070904026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79.60 不予录取

99 王宏阳 2017221301013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79.40 不予录取

100 陈童 2017110902013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 79.40 不予录取

101 王常乐 2017010903030 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工商管理 79.20 不予录取

102 杨鸿 2017221201014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工商管理 79.20 不予录取

103 李振恺 201722110302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79.00 不予录取

104 周嘉诚 2017221003023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78.60 不予录取

105 夏庆 2017060102008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8.60 不予录取

106 田义会 2017221005027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78.40 不予录取

107 王兵帅 2017060901021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8.20 不予录取

108 周劲 2017060106020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8.00 不予录取

109 冯栋恒 2017060106014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8.00 不予录取

110 林文深 2017221002003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78.00 不予录取

111 高政 2017060102029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8.00 不予录取

112 林秉呈 2017170101013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工商管理 78.00 不予录取

113 骆宇 2017221105010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77.80 不予录取

114 高晨龙 2017170101005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工商管理 77.80 不予录取

115 李晓娜 2017051205027 女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77.80 不予录取

116 伯岁月 2017221305026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77.40 不予录取

117 高家豪 2017060201024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工商管理 77.40 不予录取

118 董宇峰 2017040101014 男 物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工商管理 77.40 不予录取



序号 姓名 学号 性别 所在学院 就读专业 拟录取专业 测试成绩 录取结果

119 倪健 2017180201010 男 资源与环境学院 空间信息与数字技术 工商管理 77.00 不予录取

120 周灏晗 201722110300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77.00 不予录取

121 欧文旭 201722130101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76.80 不予录取

122 文怡 2017220301004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76.60 不予录取

123 闫勖 2017040206011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6.40 不予录取

124 杨新宇 2017220304005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76.20 不予录取

125 郑智伟 2017221001019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76.00 不予录取

126 鲜昱恺 2017060202008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工商管理 76.00 不予录取

127 孙逸翔 2017221302016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75.80 不予录取

128 韦卓文 2017070908015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75.80 不予录取

129 蒲俊男 2017221103020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75.00 不予录取

130 农集钧 2017060204014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工商管理 75.00 不予录取

131 程昌向 2017070905007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工商管理 74.60 不予录取

132 陈泽静 2017070902017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74.40 不予录取

133 黄灿林 2017060102031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73.80 不予录取

134 杨鸿举 2017020908011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对抗技术 工商管理 68.00 不予录取

135 杨依依 2017220901037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动漫）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36 潘锦艺 2017020905020 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37 谢伟豪 2017221102002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38 陶懋翔 2017221104002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39 赵斐然 2017070907014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0 胡杨 2017060202014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1 李澳 2017221103016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2 伊力亚 2017180301027 男 资源与环境学院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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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伊马

木

143 付侹越 201722100100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4 谢剑锋 2017010903007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5 王少东 2017220302003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6 王心成 2017060801028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7 孔胜 201722100302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8 曾鹏 2017020901012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49 刘念 2017220901039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动漫）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0 翟嘉元 2017040206022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1 吴春晖 2017221305009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2 李仁 2017020903015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3 孙宏飞 2017070908009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4 戴炜杰 2017051104012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5 何鹏赓 201722030302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6 于闯 2017060204013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7 陈俞好 2017130401013 男 外国语学院 法语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8 于国嘉 2017221303004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59 宾翊轲 2017221303021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60 张川 2017070906010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61 潘越 2017010908016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62 张羽 2017221305019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工商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163 欧阳莹芷 2017190101027 女 航空航天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80 拟录取

164 林鸿明 2017051105004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60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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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潘子扬 2017070905031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6.00 拟录取

166 苗子正 2017100103014 男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20 拟录取

167 彭伟翔 2017070904023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5.00 拟录取

168 张曦予 2017020908025 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20 拟录取

169 田雨竹 2017051103026 女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20 拟录取

170 黄锐铭 2017190102018 男 航空航天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00 拟录取

171 罗致远 2017040203001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00 拟录取

172 周锦涛 2017120101008 男 公共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00 拟录取

173 刘赟 2017030105011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60 拟录取

174 张升荣 2017100103024 男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20 拟录取

175 侯欣宇 2017190301025 女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20 拟录取

176 宗坤雨 2017070903019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00 拟录取

177 姚力双 2017040202016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80 拟录取

178 唐逸 2017051101018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40 拟录取

179 张卓尔 2017040201024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20 拟录取

180 武晓宇 2017051105016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20 拟录取

181 罗文朝 2017190101011 男 航空航天学院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00 拟录取

182 赵一鸣 2017200503008 女 格拉斯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80 拟录取

183 马鹏瑞 2017070906001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40 拟录取

184 李振禹 2017080202016 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20 拟录取

185 李国乾 2017080201013 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20 拟录取

186 赵子航 2017200503002 女 格拉斯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20 拟录取

187 刘毅 2017020909028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80 拟录取

188 姚清元 2017080104022 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80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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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彭易涛 2017210201021 男 医学院 护理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80 拟录取

190 刘科灵 2017200501020 男 格拉斯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80 拟录取

191 林思宇 2017010902007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60 拟录取

192 刘明鑫 2017080105004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40 拟录取

193 徐瑞蔚 2017040205004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40 拟录取

194 孙炳辉 2017200602023 男 格拉斯哥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20 拟录取

195 徐聪睿 2017040202010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00 拟录取

196 赵雪峰 2017020905017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80 拟录取

197 康滢波 2017051202002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60 拟录取

198 郭雨菲 2017190301026 女 航空航天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60 拟录取

199 梁晏瀚 2017040201006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20 拟录取

200 袁立家 2017010907016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00 拟录取

201 谭湘杰 2017051205006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60 拟录取

202 詹子熙 2017130201003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20 拟录取

203 倪金帅 2017200603034 男 格拉斯哥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60 拟录取

204 季泽恩 2017020905003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60 拟录取

205 王剑鑫 2017051202013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20 拟录取

206 李德永 2017020905028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20 拟录取

207 陈一锋 2017080202023 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60 拟录取

208 杜良广 2017051203006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40 拟录取

209 陈元起 2017170101001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20 拟录取

210 万冲 2017051101024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20 拟录取

211 田义民 2017200603010 男 格拉斯哥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00 拟录取

212 金子洋 2017051102021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00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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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沈忻 2017130201004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40 拟录取

214 王银平 2017020905001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对抗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40 拟录取

215 文斌斌 2017070909022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40 拟录取

216 李雪飞 2017080202007 男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00 拟录取

217 臧清扬 2016040204029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80 拟录取

218 杨蓝琪 2017040201026 女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60 拟录取

219 毕心语 2017051203027 女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60 拟录取

220 苏汉宾 2017030402023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应用化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60 拟录取

221
瓦热斯

江·玉素甫
2017051205020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60 拟录取

222 骆书一 2017070901001 女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60 拟录取

223 杨谦翔 2017051203022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20 拟录取

224 吴超 2017070904013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00 拟录取

225 周超 2016200304017 男 格拉斯哥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2.40 拟录取

226 罗尉 2017170101021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80 拟录取

227 付程扬 2017170101018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00 拟录取

228 张宇彪 2017040204024 男 物理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8.80 不予录取

229 车行 2017030102015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7.00 不予录取

230 沈寅慈 2017200501026 男 格拉斯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00 不予录取

231 闫肇醍 2017170101032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32 夏鹏 2017090401008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33 王越 2017090101011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34 冯致衡 2017200505028 男 格拉斯哥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35 曾梦舟 2017030102018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36 罗杰 2017010912003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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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杨应剑 2017020908009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38 李昊轩 2017090401012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39 靳怀鑫 2017010907023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40 张京开 2017010906015 男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41 杨晨 2017090402012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42 曾大二 2017030306012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43 孙晗 2017110902027 男 经济与管理学院 互联网金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44 周楫航 2017340101020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缺考 不予录取

245 陈蕗蕗 2017120201015 女 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 行政管理 91.00 拟录取

246 冯国强 2017120101019 男 公共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行政管理 90.20 拟录取

247 汪康婷 2017130302014 女 外国语学院 翻译 行政管理 89.60 拟录取

248 夏语 2017120201007 女 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 行政管理 89.40 拟录取

249 李奥驰 2017120101025 男 公共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行政管理 89.20 拟录取

250 周小萱 2017130201018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行政管理 89.20 拟录取

251 赵文峰 2017030102016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行政管理 88.70 拟录取

252 黄思策 201722100201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行政管理 88.60 拟录取

253 杨睿 2017060203004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行政管理 88.40 拟录取

254 张广宇 2017090402020 女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行政管理 88.30 拟录取

255 李甜 2017010801027 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行政管理 88.00 拟录取

256 陈乃华 2017070401029 女 自动化工程学院 自动化 行政管理 87.60 拟录取

257 芦欣韬 2017060101029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行政管理 87.00 拟录取

258 王恒 2017120201013 男 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 行政管理 87.00 拟录取

259 赵健铧 2017130401020 男 外国语学院 法语 行政管理 87.00 拟录取

260 曲孟雨 2017130201017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行政管理 86.80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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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陈思 2017120201021 女 公共管理学院 法学 行政管理 86.60 拟录取

262 巢子瑶 2017130102012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行政管理 86.00 拟录取

263 张也 2017100103003 女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行政管理 85.80 拟录取

264 许强强 2017060101021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行政管理 85.70 拟录取

265 项瀚 2017051204018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行政管理 85.40 不予录取

266 王文卓 2017221103019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行政管理 85.00 不予录取

267 白晟荣 2017020904002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行政管理 84.60 不予录取

268 张怡宁 2017170101015 男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行政管理 84.50 不予录取

269 陈秋晗 2017120701004 男 公共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行政管理 84.20 不予录取

270 阳锐铖 2017060101022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行政管理 83.80 不予录取

271 赵明祺 2017051103007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行政管理 83.50 不予录取

272 李雨欣 2017130302010 女 外国语学院 翻译 行政管理 83.20 不予录取

273 刘晓雨 2017100103004 女 数学科学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行政管理 83.20 不予录取

274 邵国泉 2017120701016 男 公共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行政管理 83.20 不予录取

275 程畅闻 2017220303018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行政管理 82.60 不予录取

276 杨蕊绮 2017221102029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行政管理 81.40 不予录取

277 陈睿智 2017221102015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系统与技术） 行政管理 80.60 不予录取

278 王子欣 2017010801028 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行政管理 80.20 不予录取

279 裴钰洋 2017221303024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互联网安全） 行政管理 79.40 不予录取

280 陈一苹 2017221002014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行政管理 79.20 不予录取

281 周韩伟 2017030101027 男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示范性微电子学院）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行政管理 78.30 不予录取

282 吴波 2017070903012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行政管理 78.00 不予录取

283 徐迁 2017221201002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行政管理 76.90 不予录取

284 胥桉琪 2017220302027 女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嵌入式系统） 行政管理 75.00 不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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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刘庭宇 2017010906025 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86
上官子

豪
2017051205003 男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87 时涵之 2017220901012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动漫）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88 唐祥 2017060104002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89 夏明睿 2017060203002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信息安全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90 谢典承 2017221004019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91 徐大鹏 2017221004017 男 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示范性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数字信息处理）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92 张顾严 2017070908003 男 自动化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293 张森 2015060102021 男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行政管理 缺考 不予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