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姓名 报考专业 备注
103358000912843 丁兆华 岩土工程
103358000902125 夏凡 岩土工程
103358000919436 陈家骥 岩土工程
103358000902790 张阳 岩土工程
103358000902111 路建春 岩土工程
103358000922928 朱坤垅 岩土工程
103358000910708 周鑫辉 岩土工程
103358000920954 黄明智 岩土工程
103358000912848 徐兴 岩土工程
103358000918009 王啊强 岩土工程
103358000923480 刘俊 岩土工程
103358000922684 李思辰 岩土工程
103358000910819 李佳豪 岩土工程
103358000923232 林康建 岩土工程
103358000916558 方一翔 岩土工程
103358000922058 李振灿 岩土工程
103358000919007 计平 结构工程
103358000922723 韦华栋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811 应萧远 结构工程
103358000920957 邵强强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788 蓝吕康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818 沈健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803 刘荣成 结构工程
103358000911013 刘禹鹏 结构工程
103358000920704 杨双龙 结构工程
103358000911397 赵英能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815 张景泉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801 计嘉伟 结构工程
103358000912916 纪豪栋 结构工程
103358000924050 杜航 结构工程
103358000916572 丁梦婷 结构工程
103358000922938 张瑄 结构工程
103358000923121 张小琴 结构工程
103358000914074 鲍佳文 结构工程
103358000918294 秦建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808 杨鹏程 结构工程
103358000902805 费伟成 市政工程
103358000912920 缪云霞 市政工程
103358000917042 林传威 市政工程
103358000902872 金浩宇 市政工程
103358000921916 彭欢 市政工程
103358000912919 刘梦凡 市政工程
103358000921917 储文强 市政工程
103358000924370 徐凯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103358000920958 何英泽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103358000912844 王烨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3358000902138 董学涛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3358000911841 叶柏兴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3358000902820 徐乾乾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3358000911577 贾铖修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3358000917709 高小殊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3358000902827 田季阳 桥梁与隧道工程
103358000900033 梅博涵 建筑学
103358000901421 严心曈 建筑学
103358000900088 李雯雯 建筑学
103358000900090 吕杲洋 建筑学
103358000919988 朱彤 建筑学
103358000901435 夏慧琼 建筑学



103358000901412 金波 建筑学
103358000901437 杨程 建筑学
103358000900081 张晓琴 建筑学
103358000923341 陈婷 建筑学
103358000900014 胡佳敏 建筑学
103358000901422 顾益益 建筑学
103358000913947 李琦 建筑学
103358000921759 肖韵 建筑学
103358000920443 张恒钰 建筑学
103358000901434 陈春欢 建筑学
103358000901423 马斌 建筑学
103358000901432 尹子良 建筑学
103358000900054 凌俐云 建筑学
103358000901429 叶佳成 建筑学
103358000913855 吕达 建筑学
103358000900046 王可为 建筑学
103358000920053 孙瑞淇 建筑学
103358000901417 刘紫乔 建筑学
103358000911273 赵熠天 建筑学
103358000900087 仇维岳 建筑学
103358000910525 蒋泽 建筑学
103358000921758 吴祺航 建筑学
103358000900031 王莹 建筑学
103358000919985 付靖雯 建筑学
103358000917641 王伟 建筑学
103358000919986 张程博 建筑学
103358000911272 李歌 建筑学
103358000900039 倪悦 建筑学
103358000913948 傅云 建筑学
103358000920705 左春雷 建筑学 退役大学生计划
103358000902152 陈志伟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20 张静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959 王文韬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2913 杨以国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8990 俞臻威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833 盛一安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3880 仲春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1269 李雨杰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30 王铮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751 杨柳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0815 张磊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833 徐梦倩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832 刘伟扬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0323 李洁如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865 李喜龙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55 叶宇航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8191 黄文强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9234 冯国辉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015 叶建设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752 崔旭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13 周家鑫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384 朱则昊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29 汪华钢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19 叶霄翔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39 金婉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45 张斌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8279 范凌云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810 林恒屹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9011 周欣泓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802 叶长湖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0386 胡浩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2464 黄庭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2466 陈冠浩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47 余佳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9008 黄学昕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1684 谢为时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748 郝威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9233 王文泽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2842 苏鑫杰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749 李璨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0704 申浩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1671 刘胤池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24 朱从博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747 刘应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783 朱浩泽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789 方言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26 王银宇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9928 于子添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831 黄文彤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536 周俊坤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0820 冯佳伟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1475 王韵超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3362 王润炜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8473 郑通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781 叶雅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3563 李澄垚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156 宋宇峰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7025 黄时雨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800 张默爆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8461 徐浩伦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3915 袁鑫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1802 周彦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2845 冯智广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3743 李俊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4075 潘晨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1314 李雨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4353 徐凯风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2127 刘长胜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02832 余杰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0765 刘盼盼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5973 舒俊炜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2937 叶鹏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11081 褚卓 建筑与土木工程
103358000923472 吉克尼都 建筑与土木工程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103358000902862 陈俊凯 水利工程
103358000902870 沈昕昳 水利工程
103358000902860 李睿 水利工程
103358000919252 梁维兴 水利工程
103358000914674 王亮 水利工程
103358000918010 尤延锋 水利工程
103358000902874 陆情宵 水利工程
103358000921668 刘港归 交通运输工程
103358000911810 侯云鸽 交通运输工程
103358000917590 杨汉铎 交通运输工程
103358000910019 俞佳浩 交通运输工程
103358000904719 周妍 城市规划
103358000918217 陈宇 城市规划
103358000904732 吴云莹 城市规划



103358000904768 于佳 城市规划
103358000904723 林倪冰 城市规划
103358000904721 何一开 城市规划
103358000922005 沈晓晨 城市规划
103358000918620 吴吉 城市规划
103358000917131 王智伟 城市规划
103358000921642 黄莹 城市规划
103358000921238 刘晨 城市规划
103358000903173 陈苍乙 水资源与水环境工程
103358000921750 毕丽 水工结构与港口工程
103358000902846 张旗旗 工程管理
103358000920767 高彪 工程管理
103358000902840 王旦 工程管理
103358000922939 林晨锋 工程管理
103358000912917 胡祥睿 工程管理
103358000902844 吴凯杰 工程管理
103358000918478 许浩 工程管理
103358000921330 刘姚 工程管理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上学院线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