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430521*******60063 谢菲 女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431126*******3101X 李小林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530627*******23387 胡秋雪 女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技术
652923*******10729 则丽努热·库尔班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652801*******93119 塔依尔江·吾斯曼 男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653130*******90062买热比娅·买买提图尔 女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653121*******70012穆拜西尔·麦麦提图尔 男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654223*******11510 叶赛·解坎 男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654202*******42224 沙轩 女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652927*******91627 阿力亚·克然木 女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654224*******00949 迪达尔·吾木尔 女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654225*******10921 阿尔达克·阿哈提 女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653129*******01846 苏比努尔·图达吉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653121*******7232X 热孜亚·吾拉音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653129*******50427 布阿斯牙·吐尔洪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620722*******01888 白娅蓉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11323*******4192X 徐语杉 女 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823*******46903 何金香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512081*******88037 彭于龙 男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技术
431026*******55615 谢金林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430681*******60049 邓玉 女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431126*******70249 张艳 女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技术
430482*******60140 廖娟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市场营销
430225*******28545 吴徽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市场营销
430523*******44312 邓凌轩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0681*******80064 熊莎莎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1023*******20182 朱可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0224*******70034 刘威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0521*******16634 宁文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1023*******70098 李豪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0923*******50016 贺超鹏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0921*******4176X 陈子怡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430981*******98312 彭杰龙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430102*******7152X 曾晓 女 商务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
431023*******44848 梁杨丹 女 商务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
430104*******25226 邓晓寒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430321*******6027X 马彬皓 男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430422*******61481 王璇 女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430482*******11501 董湘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430626*******61888 钟立新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430682*******73723 吴鑫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430822*******77728 向倩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431382*******10118 刘海信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433123*******40039 杨程方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431021*******56539 侯杰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430923*******72611 丁滔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431021*******3853X 彭伟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31321*******20087 王湘颖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室内艺术设计
430721*******60086 何静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室内艺术设计
431023*******86649 李嘉蓉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室内艺术设计
431226*******00057 余良 男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室内艺术设计
430482*******80261 邓艳玲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广告艺术设计
350121*******01549 洪飞阳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产品艺术设计
430124*******12511 肖琪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31126*******90513 王志豪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31124*******22133 何志聪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31026*******00056 陈宇豪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31122*******10079 陈萧平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10524*******80016 雷卓威 男 信息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620825*******21639 崔曲弦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640221*******51213 许家锐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362227*******1222X 丁伊晴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360281*******55461 胡志慧 女 汽车工程学院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220103*******12714 朱圣仕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231005*******00025 刘璐阳 女 机械工程学院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
411522*******27347 黄梦瑶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产品艺术设计
460006*******52739 熊章书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装备制造技术
522222*******52438 姚鑫 男 汽车工程学院智能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431222*******74579 杨光 男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522631*******70421 全宏英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包装艺术设计
522732*******81020 周碧璨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包装艺术设计
522422*******89821 杨兰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包装艺术设计
522227*******74414 朱青松 男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技术
522126*******71013 邓一航 男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技术
450422*******32825 黄淼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450803*******45221 刘海梅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450802*******50855 谭勇成 男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450481*******74210 甘坤华 男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450330*******62766 吴远双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450325*******10325 刘扬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450703*******77248 黄晓梅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450802*******2312X 巫婵钰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450422*******83855 黄伟峻 男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450924*******4412X 吴莹 女 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450921*******90843 卢艺莎 女 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445381*******71727 李金洋 女 信息工程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441423*******50702 刘秀妍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31321*******00148 邓佩华 女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40281*******77613 许文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商务英语
420624*******0471X 万家豪 男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440221*******81913 马力 男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440582*******05416 翁俊涛 男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362233*******54438 朱俊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41621*******26416 李国帆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20981*******61314 杨睿明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41881*******35024 廖美娟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30903*******62412 何鹏宇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440507*******02728 谢海霖 女 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441421*******54044 李美琪 女 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440602*******54511 高俊龙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620525*******50826 李彤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350924*******6001X 徐彬 男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技术
431321*******1005X 赵东兴 男 商务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
430528*******85378 兰修明 男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430626*******9006X 袁珍珍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432524*******0141X 谭周禄 男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技术
430525*******10128 肖宇芳 女 信息工程学院 云计算技术应用
430681*******50115 向洲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430626*******21074 黄海峰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430626*******95689 余星宇 女 商务贸易学院 电子商务
430721*******30090 向洋 男 汽车工程学院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430181*******69220 胡可 女 汽车工程学院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
430424*******80079 刘俊彦 男 经济管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430111*******25044 王蕊蕊 女 经济管理学院 现代物流管理
430203*******70520 宾云灿 女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430423*******65532 邓永基 男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431121*******2341X 王柏航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431321*******30336 陈嘉昱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30124*******4424X 黎旺明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 工业设计
431322*******80224 邹婷 女工业设计与艺术学院包装艺术设计
431021*******94516 刘俊华 男 电气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