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课程名称 开课院系 任课老师 课程成绩 复议结果 备注
20120910 吴豪 工程材料 材料学院 陈俊英 76 成绩无误
20130983 古亚宁 测量学 地学学院 周乐韬 56 成绩无误
20120424 张鹏 工程测量AⅡ 地学学院 张同刚 35 84
20120423 邹杨 工程测量AⅡ 地学学院 张同刚 69 成绩无误
20123472 李鑫 电工基础 电气学院 刘淑萍 55 成绩无误
20111696 袁聪 电力电子技术 电气学院 吴松荣 57 成绩无误
20134124 陆辰钊 机器人技术与实践 工业中心 刘晓红 0 成绩无误
20115245 蒋霞 产业经济学 公管学院 唐志红 76 学院复议中
20115245 蒋霞 市场营销学 公管学院 唐志红 81 学院复议中
20134336 张凤鸣 AUTOCAD绘图知识 机械学院 尹海涛 0 成绩无误
20120690 林建斌 机电控制技术概论 机械学院 肖世德 77 成绩无误
20130978 谈星迪 高等数学Ⅱ 数学学院 夏世芬 49 成绩无误
20121756 鞠然 交通运输统计 交运学院 陶思宇 60 成绩无误
20132474 于艺凝 运筹学 经管学院 耿维 72 成绩无误
20124032 范潇月 财务会计学B 经管学院 马晓维 77 81
20130558 何晨烨 理论力学AI 力学学院 乐源 46 成绩无误
20120386 蒋昊宇 材料力学 力学学院 江晓禹 79 成绩无误
20122105 谭梦婷 材料力学Ⅱ 力学学院 史智 55 成绩无误
20120910 吴豪 材料力学B 力学学院 康达培 74 成绩无误
20120690 林建斌 材料力学B 力学学院 张旭 79 成绩无误
20120721 梁智贤 材料力学B 力学学院 张娟 42 成绩无误
20130562 钟灏 高等数学Ⅱ 数学学院 袁俭 39 成绩无误
20133266 薛琳 高等数学Ⅱ 数学学院 吴建乐 76 成绩无误
20121580 徐鹏飞 数值计算M 数学学院 王承竞 77 成绩无误
20131246 夏越 概率与数理统计B 数学学院 杨宝莹 51 成绩无误
20120052 蒋浩迪 数值计算M 数学学院 王承竞 62 成绩无误
20121567 蒋璐 概率与数理统计B 数学学院 李裕奇 65 成绩无误
20120051 田祥希 数值计算M 数学学院 王承竞 86 成绩无误
20120196 李育昕 数值计算M 数学学院 王承竞 76 86
20130978 谈星迪 高等数学Ⅱ 数学学院 夏世芬 49 成绩无误
20120166 刘幸 建筑材料A 土木学院 杨彦克 75 成绩无误
20121592 董岳 机械制图MB 机械学院 兰纯纯 71 成绩无误
20121871 吴俣 铁路选线与设计 土木学院 李远富 75 成绩无误
20121827 王淞民 英语Ⅳ 外语学院 罗希 57 成绩无误
20114611 陈森杰 英语Ⅱ 外语学院 迟维佳 56 成绩无误
20124962 秦佳佳 英语Ⅳ 外语学院 刘静 76 成绩无误
20133918 马逸凡 大学物理AI 物理学院 钟晓春 82 88
20130610 吴青科 大学物理AI 物理学院 罗林 49 79
20130212 仲恒 大学物理AI 物理学院 何竹 70 成绩无误
20113840 刘祺 电波传播 物理学院 康晋生 85 成绩无误
20113840 刘祺 微波测量与天线测量 物理学院 汪勇 72 成绩无误
20133966 张军磊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A 信息学院 冯晓红 74 94
20132718 杜勇壮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A 信息学院 陈小平 48 60
20132716 傅小芳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A 信息学院 陈小平 60 81
20131238 黄小芸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A 信息学院 陈小平 55 70
20114785 龚春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艺传学院 王捷 58 成绩无误
20121278 姚璇 毛概Ⅰ 政治学院 蔡文 72 成绩无误
20123387 李鹏 毛概Ⅰ 政治学院 徐文生 78 成绩无误
20135014 李达明 形势与政策2 政治学院 徐文生 0 80
20130047 田弘长 中国近代史纲要 政治学院 何薇 88 成绩无误
20105278 吕哲翰 形势与政策2 政治学院 王丹 51 成绩无误
20133611 吴逾伦 形势与政策2 政治学院 许义文 50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