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当前学院 当前专业 当前班级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拟转入班级 校区

1 2019113752 马启冲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3班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1班 犀浦校区

2 2019115395 赵航宇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2019-02班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2班 犀浦校区

3 2019115551 季许鸣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政治2019-01班 土木工程学院 铁道工程 铁道2019-01班 犀浦校区

4 2019113404 王泊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1班 犀浦校区

5 2019113572 吕奕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生医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2班 犀浦校区

6 2019113833 李奕冬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3班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3班 犀浦校区

7 2018114617 冯炜成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8-03班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工程2018-01班 犀浦校区

8 2019115655 钟晓鹏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4班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4班 犀浦校区

9 2019114915 傅子帆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5班 犀浦校区

10 2019114918 王文斌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6班 犀浦校区

11 2019114822 唐佩佩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3班 机械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建环2019-01班 犀浦校区

12 2019110313 袁启杨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1班 犀浦校区

13 2019114439 谭海蛟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2019-01班 犀浦校区

14 2019113625 章涛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1班 犀浦校区

15 2019113666 王治豪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2班 犀浦校区

16 2019113810 贾乐平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3班 犀浦校区

17 2019114441 王俊杰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4班 犀浦校区

18 2019114793 苏恒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5班 犀浦校区

19 2019114798 翁正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6班 犀浦校区

20 2019114821 欧成杰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3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7班 犀浦校区

21 2019115032 张连政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8班 犀浦校区

22 2019115035 彭思危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9班 犀浦校区

23 2019115410 喻富洪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2019-02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 2019115455 杨雨婷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1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2班 犀浦校区

25 2019110778 刘金东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7班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3班 犀浦校区

26 2019113685 崔馨文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1班 犀浦校区

27 2019110494 邓熙钰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7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2班 犀浦校区

28 2019112660 余希骋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3班 犀浦校区

29 2019113335 冯宇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4班 犀浦校区

30 2019113487 黄纯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5班 犀浦校区

31 2019113538 张泽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3班 犀浦校区

32 2019113595 殷宇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生医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7班 犀浦校区

33 2019113811 靳胤宗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12班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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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19113986 冯昌隆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9班 犀浦校区

35 2019113987 李乾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11班 犀浦校区

36 2019114157 高泽图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力学拔尖班） 工力(拔尖)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10班 犀浦校区

37 2019115634 吕肖肖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轨道交通供电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8班 犀浦校区

38 2019110631 石寰宇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11班 犀浦校区

39 2019110784 石纪元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7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1班 犀浦校区

40 2019111261 王彬江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2班 犀浦校区

41 2019112024 徐若彤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8班 犀浦校区

42 2019112354 陈平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4班 犀浦校区

43 2019113003 张耀文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安全工程 安全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5班 犀浦校区

44 2019113483 刘光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6班 犀浦校区

45 2019113636 文竹源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6班 犀浦校区

46 2019113641 邵韵桐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7班 犀浦校区

47 2019113963 陈思宇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9班 犀浦校区

48 2019115157 张天松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信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10班 犀浦校区

49 2018114605 黄思敏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8-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电气（电力）2018-02班 犀浦校区

50 2019110366 康子章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12班 犀浦校区

51 2019110567 陈文波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0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1班 犀浦校区

52 2019110574 韩佳睿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0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2班 犀浦校区

53 2019110671 游浩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3班 犀浦校区

54 2019111263 林少鹏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6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4班 犀浦校区

55 2019113563 肖逸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生医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5班 犀浦校区

56 2019113616 黄钰雯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6班 犀浦校区

57 2019113845 刘波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7班 犀浦校区

58 2019114794 何皓鹏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12班 犀浦校区

59 2019114826 李栋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09班 犀浦校区

60 2019114897 李欢欢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与传动控制） 电气2019-11班 犀浦校区

61 2019112180 王耀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轨道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城轨与磁浮交通电气化） 电气2019-10班 犀浦校区

62 2019113795 吴新元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城轨与磁浮交通电气化） 电气2019-08班 犀浦校区

63 2019114492 申宇熙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城轨与磁浮交通电气化） 电气2019-11班 犀浦校区

64 2019114600 范嘉龙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6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城轨与磁浮交通电气化） 电气2019-01班 犀浦校区

65 2019110767 张骁哲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7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4班 犀浦校区

66 2019110880 杨佳烨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20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3班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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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019111398 张淮益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2班 犀浦校区

68 2019111887 冯元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2019-08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1班 犀浦校区

69 2019113556 魏凡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生医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4班 犀浦校区

70 2019113790 王顺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3班 犀浦校区

71 2019113809 代万超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2班 犀浦校区

72 2019113889 朱畅畅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1班 犀浦校区

73 2019114451 颜绍程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4班 犀浦校区

74 2019114971 李森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4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3班 犀浦校区

75 2019115162 张文浩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信2019-01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9-02班 犀浦校区

76 2019117089 张康来 土木工程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道桥2019-03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控2019-01班 峨眉校区

77 2019117203 杨宇韬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地下2019-04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控2019-02班 峨眉校区

78 2019117219 王干尧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地下2019-05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控2019-03班 峨眉校区

79 2019117227 邓俊龙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地下2019-05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控2019-04班 峨眉校区

80 2019117277 范方涛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造价2019-02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控2019-01班 峨眉校区

81 2019117432 黄煜翔 机械工程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交控2019-05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控2019-03班 峨眉校区

82 2019117438 陈治铃 机械工程学院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交控2019-06班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与智能控制 智控2019-03班 峨眉校区

83 2018110846 于兴盈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8-1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8-01班 犀浦校区

84 2018110855 陈俊林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8-1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8-02班 犀浦校区

85 2018114274 牛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2018-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8-02班 犀浦校区

86 2018115457 王楠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信息) 生物(生信)2018-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8-02班 犀浦校区

87 2016112181 杨阳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8-1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8-03班 犀浦校区

88 2018114253 张时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2018-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2018-03班 犀浦校区

89 2018110849 王一博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8-1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自动化 自动2018-02班 犀浦校区

90 2019111161 尚金星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5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电科（微电）2019-03班 犀浦校区

91 2019114470 罗宇辰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轨道2019-02班 犀浦校区

92 2019110458 熊嘉瑜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茅以升班) 土木(茅班)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93 2019110473 吴子龙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6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94 2019110502 邓小怡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7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95 2019110511 王凯伦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8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96 2019111377 曹毅恒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97 2019112416 展小涵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98 2019113859 王朕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4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99 2019114121 丁一鹏 力学与工程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1班 犀浦校区



序号 学号 姓名 当前学院 当前专业 当前班级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拟转入班级 校区

西南交通大学2020年本科生拟转专业名单

100 2019110561 王子涵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9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1 2019110603 胡千越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2 2019110844 何春江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9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3 2019113899 柯振宇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4 2019114036 苗晨龙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茅以升班) 测绘(茅班)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5 2019114163 史成凯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6 2019114548 沈海强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5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7 2019114983 肖林杰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4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8 2019115439 江浩然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2019-0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2019-02班 犀浦校区

109 2017114220 彭磊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智能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0 2019113035 龚傲林 建筑与设计学院 城乡规划 城规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智能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1 2019113678 丁毅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3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智能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2 2019114458 吴凯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物理学拔尖班） 物理(拔尖)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智能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3 2019114895 尹恒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 智能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4 2019110564 陈锦辉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0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5 2019110569 金莉莘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10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6 2019111076 武星宇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机械2019-03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7 2019112778 黄万嘉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茅以升班) 交运(茅班)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8 2019113999 阙柱沪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犀浦校区

119 2019115285 王涔行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信2019-0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犀浦校区

120 2019115704 毕凯斌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犀浦校区

121 2019111217 徐佳丽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工程2019-0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犀浦校区

122 2019111290 汤嘉斌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犀浦校区

123 2019112518 蔡兴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犀浦校区

124 2019114138 吴易安 力学与工程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犀浦校区

125 2019114252 郑欢庆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4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犀浦校区

126 2019114845 任玉佳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3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犀浦校区

127 2019115724 李辰昊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犀浦校区

128 2019113821 刘倚赫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2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2019-01班 犀浦校区

129 2019115166 陈宇洋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2019-01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通信2019-01班 犀浦校区

130 2019115057 崔天宇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安全工程 安全2019-01班 犀浦校区

131 2018115871 余欣睿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政治2018-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1班 犀浦校区

132 2019113312 廖悦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成型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1班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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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2019113429 郭婧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材料(金属)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2班 犀浦校区

134 2019113705 赵萤滢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2班 犀浦校区

135 2019113835 王雨薇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2班 犀浦校区

136 2019113896 黄鸿泰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2班 犀浦校区

137 2019114808 李乐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2班 犀浦校区

138 2019114818 严正明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1班 犀浦校区

139 2019114922 东金泽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1班 犀浦校区

140 2019114931 唐瑞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1班 犀浦校区

141 2019114973 王童语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4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3班 犀浦校区

142 2019115029 徐挪坦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3班 犀浦校区

143 2019115518 涂思哲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3班 犀浦校区

144 2018113816 王丹阳 建筑与设计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8-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8-01班 犀浦校区

145 2019110957 刘胤增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2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1班 犀浦校区

146 2019111435 陈汐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测控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1班 犀浦校区

147 2019111586 任廷辉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车辆2019-04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1班 犀浦校区

148 2019112607 梁琪涵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1班 犀浦校区

149 2019112992 吴梦涵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安全工程 安全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1班 犀浦校区

150 2019113013 姚静雯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安全工程 安全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1班 犀浦校区

151 2019113279 方浩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无机非金属) 材料(无机)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2班 犀浦校区

152 2019113315 孙楼楠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2班 犀浦校区

153 2019113681 周聪杰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3班 犀浦校区

154 2019113714 徐濛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2班 犀浦校区

155 2019113779 刘翰林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2班 犀浦校区

156 2019114191 姚媛媛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2班 犀浦校区

157 2019114293 孙山岚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5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2班 犀浦校区

158 2019114565 汪雨林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5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3班 犀浦校区

159 2019114823 邓振茁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3班 犀浦校区

160 2019114959 陈香润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3班 犀浦校区

161 2019114966 范晓婷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4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3班 犀浦校区

162 2019114968 程君仪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4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3班 犀浦校区

163 2019115056 陈棘阳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4班 犀浦校区

164 2019115138 何之夏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4班 犀浦校区

165 2019115170 苗琦琦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工管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4班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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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2019115192 杨芷君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工管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4班 犀浦校区

167 2019115288 向家欣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信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4班 犀浦校区

168 2019115490 刘畅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5班 犀浦校区

169 2019115610 许龙奕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5班 犀浦校区

170 2019115707 包睆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5班 犀浦校区

171 2019115712 秦诗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5班 犀浦校区

172 2019117012 洪文天 土木工程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道桥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运输（城轨）2019-01班 峨眉校区

173 2019117015 杨颖 土木工程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道桥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运输（城轨）2019-02班 峨眉校区

174 2019117018 杨培杰 土木工程学院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道桥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运输（城轨）2019-02班 峨眉校区

175 2019117296 何佳原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造价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运输（城轨）2019-03班 峨眉校区

176 2019113670 张若凡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3班 犀浦校区

177 2019113703 刘欣妍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4班 犀浦校区

178 2019113844 申燃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4班 犀浦校区

179 2019113898 李浩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3班 犀浦校区

180 2019114921 张佳琛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3班 犀浦校区

181 2019115513 马国昌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2班 犀浦校区

182 2019115529 杨炳杰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2班 犀浦校区

183 2019114555 吴书蔚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5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物管2019-01班 犀浦校区

184 2017114106 白云锐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2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1班 犀浦校区

185 2016110108 张雨晨 茅以升学院 机械类(茅以升学院) 茅院(机械)2018-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类2020-01班 犀浦校区

186 2017114491 骆雨潇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3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物流2019-02班 犀浦校区

187 2017113121 张林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物管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4班 犀浦校区

188 2016115020 杨君山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讯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交通2019-03班 犀浦校区

189 2017112475 孙伟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物联网2017-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类2020-06班 犀浦校区

190 2015111994 麦海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1班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交运2019-05班 犀浦校区

191 2018113194 陆菲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金融2018-01班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经济2018-02班 九里校区

192 2018115477 许雨嫣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信息) 生物(生信)2018-01班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经济2018-02班 九里校区

193 2018115462 王靖宇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信息) 生物(生信)2018-01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8-01班 犀浦校区

194 2018115508 吴亭瑶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2018-01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8-01班 犀浦校区

195 2018114241 邢国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高分子材料) 材料(高分子)2018-01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9-01班 犀浦校区

196 2019115625 尹诗婷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9-01班 犀浦校区

197 2019115926 葛菲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3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9-01班 犀浦校区

198 2019116044 郭吉云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外汉2019-02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9-01班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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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2019116056 刘佳琪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外汉2019-02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9-02班 犀浦校区

200 2019116126 高瑶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法语2019-01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9-02班 犀浦校区

201 2019116137 董淼菲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2019-01班 人文学院 传播学 传播2019-02班 犀浦校区

202 2018116294 卢嘉宁 外国语学院 翻译 翻译2018-02班 人文学院 广告学 广告2018-01班 犀浦校区

203 2019110332 朱瑾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2班 人文学院 广告学 广告2019-01班 犀浦校区

204 2019113558 李卓越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生医2019-01班 人文学院 广告学 广告2019-01班 犀浦校区

205 2019115658 孙笑一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4班 人文学院 广告学 广告2019-02班 犀浦校区

206 2019115933 张司涵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拔尖班） 汉语(拔尖)2019-01班 人文学院 广告学 广告2019-02班 犀浦校区

207 2019116108 乔淑涵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语2019-01班 人文学院 广告学 广告2019-02班 犀浦校区

208 2019112688 周鑫粵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物管2019-01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1班 犀浦校区

209 2019113619 吴惠婷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1班 犀浦校区

210 2019115453 陈雪琼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1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2班 犀浦校区

211 2019115722 逯雅杰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2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2班 犀浦校区

212 2019116023 郑不凡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外汉2019-01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2班 犀浦校区

213 2019116177 赵中源 外国语学院 翻译 翻译2019-02班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2班 犀浦校区

214 2019115916 陈雅楠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汉语2019-02班 外国语学院 德语 德语2020-01班 犀浦校区

215 2019114260 胥思佳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4班 外国语学院 翻译 翻译2020-02班 犀浦校区

216 2019113757 罗易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2班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语2020-01班 犀浦校区

217 2019116122 钱昱宽 外国语学院 翻译 翻译2019-02班 外国语学院 日语 日语2020-01班 犀浦校区

218 2019115548 钱益萱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政治2019-01班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2020-01班 犀浦校区

219 2019115686 韩雨蒙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1班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2019-01班 犀浦校区

220 2018113727 乔雅雯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景观2018-01班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8-01班 犀浦校区

221 2018113725 苏巧敏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景观2018-01班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8-03班 犀浦校区

222 2018113726 檀可歌 建筑与设计学院 城乡规划 城规2018-01班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8-03班 犀浦校区

223 2019113088 章雨朦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景观2019-01班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9-01班 犀浦校区

224 2019113036 张甜甜 建筑与设计学院 城乡规划 城规2019-01班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9-01班 犀浦校区

225 2019113069 王睿韬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景观2019-01班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9-02班 犀浦校区

226 2019115421 赵玉洁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经济2019-02班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建筑类2020-01班 犀浦校区

227 2019115627 李瑶宇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建筑类2020-01班 犀浦校区

228 2019114873 丁正洁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1班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建筑类2020-01班 犀浦校区

229 2019114783 王嘉灏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1班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建筑类2020-02班 犀浦校区

230 2019114786 周星宇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1班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建筑类2020-02班 犀浦校区

231 2019114044 吴思奇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遥感2019-01班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建筑类2020-02班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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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2019112367 莎迪娅·阿力甫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软件2019-02班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建筑类2020-03班 犀浦校区

233 2019114969 冉浩筑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4班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建筑类2020-03班 犀浦校区

234 2019110403 杨光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4班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建筑类2020-03班 犀浦校区

235 2019114071 任倩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2班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 建筑类2020-03班 犀浦校区

236 2016113830 张博 建筑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视觉2018-01班 建筑学院 产品设计 产品2019-01班 犀浦校区

237 2019113288 詹丽凝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材料(金属)2019-03班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医2019-02班 犀浦校区

238 2019113038 何金源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景观2019-01班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1班 犀浦校区

239 2019113142 常温新 建筑与设计学院 建筑学(茅以升班) 建筑(茅班)2019-01班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0 2019114951 董洋洋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3班 力学与工程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飞行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1 2018110611 严媛媛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2018-02班 数学学院 统计学 统计2018-01班 犀浦校区

242 2018112296 倪景涛 电气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2018-01班 数学学院 统计学 统计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3 2019111371 庞思卿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工程2019-02班 数学学院 统计学 统计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4 2019113189 唐怡 建筑与设计学院 建筑学 建筑2019-02班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5 2019113347 李本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2019-01班 数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6 2019113452 魏旭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2019-01班 数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7 2019113639 林浩睿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2班 数学学院 统计学 统计2019-02班 犀浦校区

248 2019113644 毕佳宁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1班 数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2019-01班 犀浦校区

249 2019113683 黄韵晓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1班 数学学院 统计学 统计2019-02班 犀浦校区

250 2019115036 赵健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1班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2019-01班 犀浦校区

251 2019115289 曾琳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会计2019-02班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2019-01班 犀浦校区

252 2019112646 王子豪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物管2019-01班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4班 犀浦校区

253 2019113037 黄海若 建筑与设计学院 城乡规划 城规2019-01班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物理2019-04班 犀浦校区

254 2019113542 刘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高分子2019-02班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讯2019-02班 犀浦校区

255 2019113897 黄元申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电讯2019-02班 犀浦校区

256 2019110522 王艺为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土木2019-08班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2班 犀浦校区

257 2019114780 张璐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科学拔尖班） 生物(拔尖)2019-01班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1班 犀浦校区

258 2019114848 周子祺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科学拔尖班） 生物(拔尖)2019-01班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4班 犀浦校区

259 2019114852 陈雨潇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科学拔尖班） 生物(拔尖)2019-01班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生物2019-04班 犀浦校区

260 2018114684 孙海娇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8-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8-02班 犀浦校区

261 2018114710 黎和子阳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8-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8-01班 犀浦校区

262 2018114818 陈伟豪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8-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8-01班 犀浦校区

263 2018116020 崔夏娜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8-02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8-01班 犀浦校区

264 2019113645 乔钰印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3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1班 犀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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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2019113647 王泓博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1班 犀浦校区

266 2019113712 陈璨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2班 犀浦校区

267 2019113723 秦金瑞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2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2班 犀浦校区

268 2019113747 李金杰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2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9-01班 犀浦校区

269 2019113749 曾秋雨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9-02班 犀浦校区

270 2019113764 胡语侬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2班 犀浦校区

271 2019113786 夏子明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遥感2019-01班 犀浦校区

272 2019113787 李一锋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1班 犀浦校区

273 2019113842 陈瑞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3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环境2019-03班 犀浦校区

274 2019113879 唐豪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4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遥感2019-01班 犀浦校区

275 2019113905 胡佳慧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遥感2019-01班 犀浦校区

276 2019113906 吴颖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1班 犀浦校区

277 2019113907 王雨婷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资源勘查工程 资勘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2班 犀浦校区

278 2019114004 张玉玉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遥感2019-02班 犀浦校区

279 2019114106 陈天翊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测绘工程 测绘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地信2019-02班 犀浦校区

280 2019114967 王晨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4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地质2019-03班 犀浦校区

281 2019115033 马骁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1班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遥感2019-02班 犀浦校区

282 2018113376 鄢姝珂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物管2018-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4班 九里校区

283 2019116245 杨先波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英语2019-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4班 九里校区

284 2019114889 刘祥龙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制药2019-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九里校区

285 2019115515 程红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3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九里校区

286 2019115543 张莹莹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政治2019-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九里校区

287 2019115710 高俞萍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九里校区

288 2019115716 杨佳仪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思政2019-02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九里校区

289 2019115522 彭天一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2019-03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2班 九里校区

290 2019116035 张迪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外汉2019-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2班 九里校区

291 2019116147 刘文玉 外国语学院 翻译 翻译2019-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1班 九里校区

292 2019116192 向芯雨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法语2019-01班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20-02班 九里校区

293 2019110083 张贾李 西南交大-利兹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利兹) 机械(利兹)2019-01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利兹) 电子(利兹)2019-01班 犀浦校区

294 2019110138 诸扬珲 西南交大-利兹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利兹) 机械(利兹)2019-02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利兹) 电子(利兹)2019-01班 犀浦校区

295 2019110293 王欣雨 西南交大-利兹学院 土木工程(利兹) 土木(利兹)2019-02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利兹) 电子(利兹)2019-02班 犀浦校区

296 2019110091 王健儒 西南交大-利兹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利兹) 机械(利兹)2019-01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利兹) 电子(利兹)2019-02班 犀浦校区

297 2019110268 杨葆乐 西南交大-利兹学院 土木工程(利兹) 土木(利兹)2019-02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利兹) 电子(利兹)2019-02班 犀浦校区



序号 学号 姓名 当前学院 当前专业 当前班级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拟转入班级 校区

西南交通大学2020年本科生拟转专业名单

298 2019110243 夏天睿 西南交大-利兹学院 土木工程(利兹) 土木(利兹)2019-01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利兹) 计算机(利兹)2019-01班 犀浦校区

299 2019114175 张珺缇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工力2019-02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利兹) 电子(利兹)2019-01班 犀浦校区

300 2019115431 盛隽杰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与贸易类 经贸类2019-05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利兹) 计算机(利兹)2019-01班 犀浦校区

301 2019115629 夏睿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法学2019-03班 西南交通大学-利兹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利兹) 电子(利兹)2019-01班 犀浦校区

302 2016114497 艾山·玉森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消防2019-01班 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 应用心理学 心理2019-02班 犀浦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