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0024 张祖豪 江西省 

201061406000037 孟进 河南省 

201061406000038 顾丁川 江西省 

201061406000039 赵国豪 河南省 

201061406000041 赖进 江西省 

201061406000042 李玲钰 河南省 

201061406000050 王梓旭 河南省 

201061406000056 姚景宇 四川省 

201061406000074 吴凌杰 福建省 

201061406000075 陆俊钢 四川省 

201061406000085 赵祯祥 河南省 

201061406000091 毕梅翠 云南省 

201061406000103 管致瑞 江苏省 

201061406000104 罗欣 江西省 

201061406000107 孙煜智 安徽省 

201061406000111 严天豪 江西省 

201061406000112 曾万里 湖南省 

201061406000113 庄晨 黑龙江省 

201061406000115 孙源 江苏省 

201061406000131 张凡 江西省 

201061406000134 迟英聿 辽宁省 

201061406000135 何宏勇 陕西省 

201061406000146 滕乖甫 浙江省 

201061406000149 姚波 重庆市 

201061406000150 向亮亮 重庆市 

201061406000158 赵培森 陕西省 

201061406000163 同金泽 陕西省 

201061406000167 任云林 四川省 

201061406000171 孙先峰 安徽省 

201061406000178 张雪莹 四川省 

201061406000194 高子敬 贵州省 

201061406000198 荆银霜 四川省 

201061406000202 蒋欣妤 四川省 

201061406000212 台皓皓 甘肃省 

201061406000213 李国辉 四川省 

201061406000214 李佳胜 四川省 

201061406000222 王英斌 河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0223 纪金恒 山东省 

201061406000224 王硕 河南省 

201061406000225 李宗生 河南省 

201061406000226 王禹欣 黑龙江省 

201061406000231 雷仔怡 重庆市 

201061406000232 张国腾 湖南省 

201061406000237 王紫薇 陕西省 

201061406000243 戎润祥 江苏省 

201061406000256 樊作豪 四川省 

201061406000260 李坤 河南省 

201061406000264 刘瀚萧 安徽省 

201061406000265 杨光 安徽省 

201061406000267 成浩冉 河北省 

201061406000269 张勤妍 河南省 

201061406000271 王勇 山东省 

201061406000283 杨伟杰 甘肃省 

201061406000285 杨明琅 湖南省 

201061406000289 白倩倩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0293 肖正阳 四川省 

201061406000295 赵柏纬 江苏省 

201061406000300 严宇航 四川省 

201061406000307 冯青涛 河北省 

201061406000318 刘彦虎 甘肃省 

201061406000325 宋梓旋 辽宁省 

201061406000326 明洪 云南省 

201061406000327 贺正伟 云南省 

201061406000329 姜何东明 安徽省 

201061406000334 王耀 四川省 

201061406000344 杨亚鹏 甘肃省 

201061406000345 潘浩 河南省 

201061406000350 徐磊 重庆市 

201061406000359 路宽 陕西省 

201061406000364 张潇潇 安徽省 

201061406000367 林晨星 河南省 

201061406000370 张梦婷 江苏省 

201061406000371 黄敏哲 浙江省 

201061406000378 陈宇康 河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0379 梁镇 湖南省 

201061406000383 殷梓桁 云南省 

201061406000397 段明圆 云南省 

201061406000398 李杨 重庆市 

201061406000399 杨永帅 四川省 

201061406000403 韩冰皓 河南省 

201061406000407 李金洲 四川省 

201061406000417 郭佳祺 山东省 

201061406000421 张弛 四川省 

201061406000425 滕一锐 江苏省 

201061406000437 张青宏 云南省 

201061406000441 吴婷 重庆市 

201061406000451 晏佩玉 河南省 

201061406000455 孙梦 江苏省 

201061406000463 刘思园 安徽省 

201061406000472 李卓 河南省 

201061406000473 唐俊 湖南省 

201061406000484 张志发 青海省 

201061406000489 周本来 安徽省 

201061406000490 张济峻 河南省 

201061406000502 范明 四川省 

201061406000508 谢文君 四川省 

201061406000509 夏正州 江苏省 

201061406000517 张翔 四川省 

201061406000519 向朝阳 重庆市 

201061406000520 曹衍培 陕西省 

201061406000521 杨荆俊 福建省 

201061406000525 李龙逍 重庆市 

201061406000526 黄逸 四川省 

201061406000534 王涛 重庆市 

201061406000537 贾玉霞 四川省 

201061406000538 马姚姚 河南省 

201061406000541 柴瑞坤 河南省 

201061406000548 薛鸿伟 浙江省 

201061406000552 李金涛 贵州省 

201061406000553 李国垚 云南省 

201061406000556 赵志谋 云南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0557 鲍珂怡 浙江省 

201061406000558 郑轩 四川省 

201061406000559 张浦兴 贵州省 

201061406000562 张扬 云南省 

201061406000565 张洪清 四川省 

201061406000566 王文明 贵州省 

201061406000567 王进伟 辽宁省 

201061406000572 黄陆华 湖南省 

201061406000573 王淑娟 云南省 

201061406000589 毛燕芸 福建省 

201061406000590 张舒豪 河南省 

201061406000592 刘浚雄 湖南省 

201061406000593 魏滔 重庆市 

201061406000596 张扬 四川省 

201061406000605 石家乐 重庆市 

201061406000609 王子丹 陕西省 

201061406000611 匡亚林 江西省 

201061406000615 杨博文 四川省 

201061406000617 吴艳苹 江西省 

201061406000618 郝志滨 河南省 

201061406000620 肖文杰 四川省 

201061406000623 杨晨 福建省 

201061406000626 曾宏 福建省 

201061406000632 王宏宇 云南省 

201061406000648 李明鑫 江西省 

201061406000654 李建 江西省 

201061406000660 雷彬灵 湖南省 

201061406000665 许文豪 江苏省 

201061406000666 雷天奇 湖南省 

201061406000673 龚大青 贵州省 

201061406000675 欧阳欢 安徽省 

201061406000677 张建通 河北省 

201061406000684 王琦 浙江省 

201061406000685 黄佳骐 福建省 

201061406000686 李雷 湖南省 

201061406000700 刘毅锋 江西省 

201061406000701 史梦影 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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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0702 张博文 安徽省 

201061406000704 廖诚杰 福建省 

201061406000708 邵聪 甘肃省 

201061406000710 王佳溪 河南省 

201061406000712 王续年 甘肃省 

201061406000713 谭森林 重庆市 

201061406000715 王需伟 山东省 

201061406000721 暴晨阳 河南省 

201061406000724 韩瑾 青海省 

201061406000726 申智 贵州省 

201061406000729 张政 安徽省 

201061406000735 王圣林 重庆市 

201061406000736 马明忠 青海省 

201061406000741 何从宝 云南省 

201061406000743 荣豪 四川省 

201061406000745 周宏彬 河南省 

201061406000748 王恩慧 甘肃省 

201061406000750 付尧 贵州省 

201061406000751 高小杰 甘肃省 

201061406000758 曹凯 陕西省 

201061406000759 李文豪 云南省 

201061406000766 王亚柳 海南省 

201061406000767 杨仪鹏 湖南省 

201061406000769 何千 青海省 

201061406000771 郑博 四川省 

201061406000772 梁梓珊 广东省 

201061406000774 金日耀 浙江省 

201061406000775 林子怡 浙江省 

201061406000781 刘高正 江西省 

201061406000789 熊盈晖 河南省 

201061406000791 杨金洪 四川省 

201061406000793 王凯 河南省 

201061406000794 宋佳磊 甘肃省 

201061406000804 彩广庆 河南省 

201061406000820 魏诚 河北省 

201061406000826 余洪斌 重庆市 

201061406000829 朱袁伟 安徽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0831 李应尚 福建省 

201061406000832 田忠青 河北省 

201061406000834 代艾鸿 四川省 

201061406000839 乔盛 青海省 

201061406000845 张凯豪 山东省 

201061406000849 廖春仁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61406000853 邹莹虹 四川省 

201061406000855 李竺昊 四川省 

201061406000862 吴运铎 贵州省 

201061406000865 祁海蓉 青海省 

201061406000871 王春平 云南省 

201061406000874 石凤霞 甘肃省 

201061406000882 覃鸿良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61406000883 罗德军 重庆市 

201061406000885 何妍睿 河南省 

201061406000895 巩莉宝 甘肃省 

201061406000896 何杰锋 湖南省 

201061406000898 陈宇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61406000901 苏志相 浙江省 

201061406000902 张乐佳 湖南省 

201061406000912 李逸凡 福建省 

201061406000916 雷婧 重庆市 

201061406000918 廖加颖 重庆市 

201061406000919 胡连东 河南省 

201061406000920 梅龙磊 河南省 

201061406000927 李宁 河南省 

201061406000928 盛周措毛 青海省 

201061406000935 邓博文 四川省 

201061406000939 李光磊 甘肃省 

201061406000945 何木呷 四川省 

201061406000950 李新宇 陕西省 

201061406000955 姜磊 吉林省 

201061406000957 陈开山 辽宁省 

201061406000958 洪浪 江西省 

201061406000961 周宇晖 湖南省 

201061406000964 董泽楷 甘肃省 

201061406000969 李鹏程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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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0970 罗望 重庆市 

201061406000974 李志浩 贵州省 

201061406000981 郭学磊 安徽省 

201061406000984 孙宗旺 山东省 

201061406000986 刘雨静 湖南省 

201061406000991 杜方源 河南省 

201061406000994 孔颖 云南省 

201061406000998 迟家诺 黑龙江省 

201061406001001 李梦轩 河南省 

201061406001004 冶俊杰 青海省 

201061406001005 张嘉驹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061406001011 罗金桦 重庆市 

201061406001014 刘朝文 云南省 

201061406001015 王程程 安徽省 

201061406001016 牛家正 山东省 

201061406001020 陈希 湖北省 

201061406001021 梁永军 河北省 

201061406001022 崔坤荣 江西省 

201061406001023 李思远 四川省 

201061406001027 王国伟 云南省 

201061406001030 杨正辉 四川省 

201061406001031 陈家豪 四川省 

201061406001037 芦意 江西省 

201061406001040 李子豪 安徽省 

201061406001042 王晋阶 河南省 

201061406001046 毛枭童 四川省 

201061406001048 李云傲 四川省 

201061406001050 张陈玮 福建省 

201061406001051 王付豪 河南省 

201061406001052 钟金成 四川省 

201061406001054 邓兴 福建省 

201061406001055 孟乐乐 河南省 

201061406001056 吴书斋 贵州省 

201061406001057 邓进伟 江西省 

201061406001058 王守欣 青海省 

201061406001061 宋连杰 河北省 

201061406001068 李波 贵州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1069 杨国昊 陕西省 

201061406001071 龚伟城 广东省 

201061406001072 卜欣阳 陕西省 

201061406001074 马守祥 青海省 

201061406001081 奚雨锴 浙江省 

201061406001082 徐豪 重庆市 

201061406001084 刘乡 四川省 

201061406001087 钟臻缘 陕西省 

201061406001090 秦习习 重庆市 

201061406001102 杜晓伟 吉林省 

201061406001106 王科杰 浙江省 

201061406001110 刘文林 湖南省 

201061406001114 林超越 安徽省 

201061406001115 郭云龙 辽宁省 

201061406001117 周骏 湖南省 

201061406001118 李孝 云南省 

201061406001119 贾栋岚 四川省 

201061406001127 黄倩 江西省 

201061406001134 范孟材 贵州省 

201061406001139 张喻涵 山西省 

201061406001142 张宇 河南省 

201061406001144 李四奇 湖北省 

201061406001147 杜金迪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154 余江红 四川省 

201061406001156 管如意 河南省 

201061406001160 朱楠 云南省 

201061406001163 倪翰林 四川省 

201061406001165 赵聪 四川省 

201061406001167 胡毅 江西省 

201061406001171 周帅岑 四川省 

201061406001176 柏强 四川省 

201061406001177 王浪 陕西省 

201061406001179 邹骏 江西省 

201061406001191 许思杰 贵州省 

201061406001196 李裕祥 云南省 

201061406001198 邵亚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61406001201 何子萌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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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406001203 邓灿 四川省 

201061406001206 粟欣怡 四川省 

201061406001207 要梦涵 河北省 

201061406001209 于致娟 四川省 

201061406001212 韦盛顺 甘肃省 

201061406001215 白车勒木格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216 郑拼 云南省 

201061406001221 石远波 贵州省 

201061406001222 张子健 吉林省 

201061406001224 李俊锦 湖南省 

201061406001227 杨欣欣 陕西省 

201061406001230 张志 河南省 

201061406001232 邱子聪 江西省 

201061406001239 宋若凯 浙江省 

201061406001241 邱修凯 贵州省 

201061406001244 孟蕾 河南省 

201061406001248 范洪瑞 黑龙江省 

201061406001253 席昊辉 陕西省 

201061406001255 周元林 江西省 

201061406001266 张琴英 甘肃省 

201061406001267 唐采云 四川省 

201061406001268 胡凯旋 陕西省 

201061406001269 张胡煜 湖南省 

201061406001270 张财久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061406001274 彭毅 贵州省 

201061406001276 陈佳伟 陕西省 

201061406001278 牟塽 重庆市 

201061406001279 牛振原 青海省 

201061406001285 张盈盈 重庆市 

201061406001290 赵宸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61406001291 孟志城 四川省 

201061406001294 龚森 湖南省 

201061406001295 杨森 河北省 

201061406001297 罗川龙 四川省 

201061406001302 童垒 重庆市 

201061406001303 刘君 江西省 

201061406001309 李世豪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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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406001315 陈集表 浙江省 

201061406001320 王涛 山东省 

201061406001322 吴宝航 浙江省 

201061406001324 郭旭栋 陕西省 

201061406001334 陈宇航 安徽省 

201061406001335 彭文浩 福建省 

201061406001338 季华杰 河南省 

201061406001340 张凯 甘肃省 

201061406001342 史祥 山东省 

201061406001343 段啟尧 云南省 

201061406001346 刘铁虎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347 张杰 四川省 

201061406001351 赵浩良 河北省 

201061406001352 马乐宁 陕西省 

201061406001356 范超凡 河南省 

201061406001358 张宁 陕西省 

201061406001360 叶圣达 江西省 

201061406001361 周盟 云南省 

201061406001369 平鑫浩 山西省 

201061406001371 杨巧兰 湖北省 

201061406001372 佘耿 湖南省 

201061406001375 李治 湖南省 

201061406001380 冉倩 重庆市 

201061406001381 林超 山东省 

201061406001387 孙伯文 河南省 

201061406001389 汪景亮 四川省 

201061406001401 陈蓉蓉 云南省 

201061406001403 杨雪康 江西省 

201061406001404 刘鹏 河南省 

201061406001405 林紫芯 福建省 

201061406001411 魏英杰 四川省 

201061406001412 张亚如 河南省 

201061406001414 奎学德 云南省 

201061406001415 刘长明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422 王国豪 贵州省 

201061406001438 杨冀鸿 甘肃省 

201061406001439 黄义坤 陕西省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年高校专项计划报名审核通过名单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1444 卢旺 安徽省 

201061406001447 杞杨 云南省 

201061406001448 李杰 四川省 

201061406001459 郭国 湖北省 

201061406001465 叶贞杰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61406001468 陈依凡 福建省 

201061406001471 张磊康 河南省 

201061406001474 向坤 湖北省 

201061406001475 侯忠仁 辽宁省 

201061406001489 潘侯臣 四川省 

201061406001491 毛志明 贵州省 

201061406001498 何振梁 重庆市 

201061406001499 罗富尹 贵州省 

201061406001506 刘新博 甘肃省 

201061406001520 蔡立琴 四川省 

201061406001521 田勇 河南省 

201061406001529 郭凯利 河南省 

201061406001531 丁羽琪 福建省 

201061406001537 曾祥深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61406001544 汪凌志 湖南省 

201061406001548 龙加宇 贵州省 

201061406001553 高恩伟 甘肃省 

201061406001561 覃子惠 重庆市 

201061406001564 姬勇刚 甘肃省 

201061406001565 甯聪 四川省 

201061406001579 储小松 陕西省 

201061406001581 王涪 河北省 

201061406001590 李赟 甘肃省 

201061406001592 易爽 湖北省 

201061406001594 王庆阳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596 李林聪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61406001598 王俊 贵州省 

201061406001602 闫梦丽 云南省 

201061406001606 王泽龙 河北省 

201061406001608 杨国梁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610 应素文 江西省 

201061406001615 唐文武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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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201061406001620 周昊 贵州省 

201061406001625 徐威 浙江省 

201061406001634 朱广晖 青海省 

201061406001637 余睿 湖北省 

201061406001639 程文杰 安徽省 

201061406001640 黄诗杰 福建省 

201061406001641 彭传超 江西省 

201061406001643 周元 贵州省 

201061406001644 黎琳 贵州省 

201061406001646 王培林 重庆市 

201061406001649 彭耀国 河北省 

201061406001653 张子达 河南省 

201061406001656 张桂嘉 贵州省 

201061406001658 胡俊超 四川省 

201061406001659 刘鑫宇 河北省 

201061406001663 厉豪俊 江西省 

201061406001666 蒋佳怡 重庆市 

201061406001669 马杰琼 甘肃省 

201061406001672 舒榆 贵州省 

201061406001675 魏启万 甘肃省 

201061406001676 程文深 四川省 

201061406001682 翟林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1061406001684 周辉霞 浙江省 

201061406001686 张彧赫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693 卢玉飞 河南省 

201061406001698 石凯红 贵州省 

201061406001704 王龙飞 陕西省 

201061406001705 龚荷荏 贵州省 

201061406001708 石泽辉 湖南省 

201061406001716 王红丽 甘肃省 

201061406001719 袁梦 河南省 

201061406001732 何亮 湖南省 

201061406001734 伊清 青海省 

201061406001735 郭珍世 青海省 

201061406001743 何佳坤 四川省 

201061406001744 彭维源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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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406001745 巢中尉 江西省 

201061406001746 吴愚 贵州省 

201061406001754 康袁 四川省 

201061406001758 肖新玮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759 郭峻霖 江西省 

201061406001762 李兴杰 甘肃省 

201061406001763 何正聪 四川省 

201061406001773 王鸿钢 四川省 

201061406001778 李凯 安徽省 

201061406001779 卢鑫 湖北省 

201061406001781 罗启明 江西省 

201061406001786 赵芹 四川省 

201061406001788 陆俊哲 四川省 

201061406001789 李熙康 江西省 

201061406001793 陈晟睿 四川省 

201061406001794 黄新东 河南省 

201061406001800 张爱彪 山东省 

201061406001804 吕子为 安徽省 

201061406001807 杨达 云南省 

201061406001810 廖辉 四川省 

201061406001811 张瑞春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1813 李可羊 贵州省 

201061406001815 韦四龙 安徽省 

201061406001821 周成 云南省 

201061406001840 肖磊 贵州省 

201061406001846 邹腾辉 江西省 

201061406001847 吴达靖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1061406001849 赖敏慧 江西省 

201061406001852 孙智敏 江西省 

201061406001857 纪明蔚 海南省 

201061406001861 赵宣 四川省 

201061406001866 丁宇 贵州省 

201061406001867 张龙 贵州省 

201061406001868 段清鹏 云南省 

201061406001887 谭军 重庆市 

201061406001894 付婧婧 湖北省 

201061406001895 高宇毅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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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406001897 周扬 甘肃省 

201061406001900 袁志鹏 江西省 

201061406001901 万云飞 安徽省 

201061406001912 王浩 江西省 

201061406001916 陈立 重庆市 

201061406001918 杜贝洁 江西省 

201061406001919 王家贝 河南省 

201061406001920 谭砚月 重庆市 

201061406001925 巫政委 安徽省 

201061406001930 张钰 贵州省 

201061406001933 王奕杰 山西省 

201061406001934 敬童 四川省 

201061406001935 郑植文 四川省 

201061406001937 丁宝瑞 陕西省 

201061406001938 曾剑飞 重庆市 

201061406001941 余春 重庆市 

201061406001942 张硕 河南省 

201061406001943 杨扬 四川省 

201061406001949 杨银龙 甘肃省 

201061406001951 周林 贵州省 

201061406001953 郑新文 贵州省 

201061406001958 钟伊鹏 江西省 

201061406001960 张晨 河南省 

201061406001961 姚远 四川省 

201061406001964 郝子赫 山西省 

201061406001965 何永锋 四川省 

201061406001966 刘文杰 四川省 

201061406001979 姚青松 贵州省 

201061406001988 廖紫江 四川省 

201061406001989 李柯熠 山西省 

201061406001992 刘翔 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061406001994 刘云帅 贵州省 

201061406001998 邰斌斌 贵州省 

201061406002000 吴继胜 贵州省 

201061406002001 车芦蓉 云南省 

201061406002004 杨亚飞 陕西省 

201061406002006 王艳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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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406002011 蒲高燕 四川省 

201061406002012 郝尧玉 山西省 

201061406002018 都成杰 青海省 

201061406002020 登周才让 青海省 

201061406002033 少愣格 内蒙古自治区 

201061406002034 陈彬 重庆市 

201061406002035 李思成 江西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