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辅修专业 学号 姓名 年级 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所在专业 申请类别
1 传播学 2019116127 叶文斐 2019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普通辅修
2 传播学 2019116190 杨君 2019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普通辅修
3 传播学 2019115696 黄几荣 2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辅修
4 传播学 2019116201 韦溢雯 201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普通辅修
5 传播学 2019114933 高涵 2019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普通辅修
6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019117827 刘轩华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普通辅修
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113362 闫一凡 2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普通辅修
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114184 曹子梁 2019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力学拔尖班） 辅修学位
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111059 罗哲文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普通辅修
1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112843 李果恒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茅以升班) 辅修学位
1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114612 张政秀 2019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辅修学位
1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9110318 孔凡澍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普通辅修
13 法学 2019111607 张子晔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辅修学位
14 法学 2019116096 陈澍树 2019 外国语学院 翻译 辅修学位
15 法学 2019116135 周湘雨 2019 外国语学院 翻译 辅修学位
16 法学 2019113623 姜胤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普通辅修
17 法学 2019113680 代雅姗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辅修学位
18 法学 2019114795 王文千 2019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生物科学拔尖班） 辅修学位
19 法学 2019116249 戴子璇 201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辅修学位
20 法学 2019116191 赵倩 201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辅修学位
21 翻译 2019113488 王沂柯 2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普通辅修
22 翻译 2019112466 崔子怡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普通辅修
23 翻译 2019115697 姚思雨 2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普通辅修
24 翻译 2019112675 杨慧仪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普通辅修
25 翻译 2019114456 白亚楠 201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 普通辅修
26 工程管理 2019112892 王睿雨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普通辅修
27 工程管理 2019112749 陈健浈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普通辅修
28 工程造价 2019117151 王紫嫣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普通辅修
29 工程造价 2019117798 丁小桐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普通辅修
30 工程造价 2019117837 周星宇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普通辅修
31 工商管理 2019115500 廖玲玉 2019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普通辅修
32 工商管理 2019115289 曾琳 2019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辅修学位
33 工商管理 2019110545 王若阳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34 公共事业管理 2019116044 郭吉云 2019 人文学院 传播学 辅修学位
35 公共事业管理 2019112924 夏魁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詹天佑学院) 辅修学位
36 公共事业管理 2019112470 李楚桐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普通辅修
37 公共事业管理 2019116194 王昶 201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辅修学位
38 广告学 2019116175 彭子苡 2019 外国语学院 德语 普通辅修



序号 辅修专业 学号 姓名 年级 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所在专业 申请类别
39 广告学 2019116022 余楚澜 2019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普通辅修
40 广告学 2019112671 杨倩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普通辅修
41 广告学 2019116176 林诗睿 201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普通辅修
42 广告学 2019116218 王文欣 2019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普通辅修
43 汉语言文学 2019116244 孔若屹 2019 外国语学院 德语 普通辅修
44 汉语言文学 2019116195 方紫旎 2019 外国语学院 德语 普通辅修
45 汉语言文学 2019116167 刘雅琪 2019 外国语学院 翻译 普通辅修
46 会计学 2019113332 罗宇轩 2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 普通辅修
47 会计学 2019112976 何亦清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普通辅修
48 会计学 2019115358 袁剑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普通辅修
49 会计学 2019110829 陈颖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50 会计学 2019112683 冷远平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辅修学位
5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112667 袁舒蕾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普通辅修
5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2997 史纪鑫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安全工程 普通辅修
5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1439 方凯文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普通辅修
5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4915 傅子帆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辅修学位

5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1822 谈浩澜 2019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

及其自动化)
辅修学位

5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4360 林智成 201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辅修学位
5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3382 尹启明 2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普通辅修
5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3699 黄韦竣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辅修学位
5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3652 魏浩宇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辅修学位
6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1031 刘博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辅修学位
6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2738 胡欣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辅修学位
6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2872 喻磊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茅以升班) 辅修学位
6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5396 徐秋颖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金融学 辅修学位
6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5176 黄子叶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经济学拔尖班） 辅修学位
6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4792 刘毅 2019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辅修学位
6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5166 陈宇洋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 辅修学位
6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0383 林子榆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普通辅修
6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0517 王年春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6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0460 郭昌鑫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7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0554 陈卓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7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4945 徐亦卓 2019 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药工程 辅修学位
72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2019117253 彭维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普通辅修
73 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 2019117294 吉哲颖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普通辅修
74 交通运输 2019115464 袁文杰 2019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辅修学位
75 交通运输 2019111098 杨明熙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普通辅修



序号 辅修专业 学号 姓名 年级 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所在专业 申请类别
76 交通运输 2019110359 史一帆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77 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 2019117223 李雨轩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普通辅修
78 金融学 2019112468 郑睿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普通辅修
79 金融学 2019117274 司念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普通辅修
80 金融学 2019115471 谢智毅 2019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辅修学位
81 金融学 2019115475 周子毓 2019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普通辅修

82 金融学 2019112467 王一凡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

学拔尖班）
辅修学位

83 金融学 2019112912 李健强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普通辅修
84 金融学 2017114106 白云锐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普通辅修

85 金融学 2019114626 杨采琪 2019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拔尖

班）
辅修学位

86 金融学 2019110590 徐宁涛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87 金融学 2019110342 汤璠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88 金融学 2019110552 郑博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89 金融学 2019112632 蒋成玉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辅修学位

90 经济学 2019111922 廖欢 2019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力电子

与传动控制)
普通辅修

91 经济学 2019114619 田玉亭 2019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辅修
92 经济学 2019112665 洪宇新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普通辅修
93 软件工程 2019111456 贺宇轩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辅修学位
94 软件工程 2019111630 蔡宇航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普通辅修
95 软件工程 2019112536 超松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技术) 辅修学位
96 软件工程 2019114402 费骁谋 201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辅修学位
97 软件工程 2019114337 刘叙彤 201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辅修学位
98 软件工程 2019113142 常温新 2019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普通辅修
99 软件工程 2019111167 张凌滔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辅修学位
100 软件工程 2019115281 王小雨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普通辅修
101 软件工程 2019111056 李鑫煜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普通辅修
102 软件工程 2019111445 陈澹宁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辅修学位
103 软件工程 2019112918 郁铌轲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辅修学位
104 软件工程 2019112931 胡瀚文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詹天佑学院) 辅修学位
105 软件工程 2019115356 潘传扬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学 辅修学位
106 软件工程 2019110589 杜少伟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107 软件工程 2019110448 许晋隆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108 软件工程 2019112659 游欣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工程 普通辅修
109 软件工程 2019113621 丁柏寒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消防工程 辅修学位
110 软件工程 2019115140 刘希子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辅修学位



序号 辅修专业 学号 姓名 年级 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所在专业 申请类别
111 软件工程 2019115094 高成茜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辅修学位
112 软件工程 2019114447 童国烽 201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物理学拔尖班） 普通辅修
113 生物工程 2019115611 谢如涛 2019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普通辅修
114 思想政治教育 2019114587 张润 201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应用物理学（物理学拔尖班） 普通辅修
115 统计学 2019113058 柏琪 2019 建筑与设计学院 城乡规划 辅修学位
116 统计学 2019113877 徐巾杭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质工程 辅修学位
117 统计学 2019114244 周德龙 2019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力学拔尖班） 辅修学位
118 统计学 2019112213 张原诚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普通辅修
119 统计学 2019113675 谭佳怡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辅修学位
120 统计学 2019113630 胡建华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辅修学位
121 统计学 2019113620 秦笑彦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辅修学位
122 统计学 2019113648 马林强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普通辅修
123 统计学 2019115221 刘鑫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普通辅修
124 统计学 2019114441 王俊杰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辅修学位
125 统计学 2019111099 周绮玥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普通辅修
126 统计学 2019110128 王天誉 2019 利兹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利 辅修学位
127 统计学 2019113899 柯振宇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辅修学位
128 统计学 2019112722 梁琳筠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工程 普通辅修
129 统计学 2019112744 叶轶淳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茅以升班) 普通辅修
130 统计学 2019114735 钟超 2019 数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辅修学位
131 统计学 2019110714 张睿聪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辅修学位
132 统计学 2019112701 文康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辅修学位
133 统计学 2019112692 徐艳琪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物流管理 辅修学位
134 土木工程 2019115936 刘涵琪 2019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辅修学位
135 物流工程 2019111303 吴扬飞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辅修学位
136 物流工程 2019112822 骆陈宇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辅修学位
137 物流管理 2018113376 鄢姝珂 2019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法学 辅修学位
138 物流管理 2019116138 王姝琦 2019 外国语学院 翻译 辅修学位
139 音乐表演 2019115852 王茂轩 2019 人文学院 传播学 普通辅修
140 英语 2019113408 梁峻珲 2019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普通辅修
141 英语 2019113052 李乐心 2019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普通辅修
142 英语 2019112688 周鑫粵 2019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普通辅修
143 英语 2019115912 牛钰璇 2019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普通辅修
144 英语 2019113758 陈子琪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普通辅修
145 英语 2019113661 邓皓兮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普通辅修
146 英语 2019115088 张诗悦 2019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学 普通辅修
147 英语 2019112844 魏思捷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 普通辅修
148 英语 2019112339 车晓琴 201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普通辅修



序号 辅修专业 学号 姓名 年级 学生所在学院 学生所在专业 申请类别
149 英语 2019110388 邵豪坤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普通辅修
150 英语 2019110330 蔡潇烨 2019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普通辅修
151 应用物理学 2019111176 王彤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普通辅修
152 应用物理学 2019114067 李韬 2019 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普通辅修
153 应用物理学 2019114161 张兴潮 2019 力学与工程学院 工程力学 普通辅修
154 应用物理学 2019112812 胡远扬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茅以升班) 普通辅修
155 应用物理学 2019114638 钟译霆 2019 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普通辅修
156 应用心理学 2019115791 赵雅芳 2019 人文学院 传播学 辅修学位
157 应用心理学 2019115785 陈淑怡 2019 人文学院 传播学 辅修学位
158 应用心理学 2019116114 刘迪 2019 外国语学院 德语 普通辅修
159 应用心理学 2019116230 张子妍 2019 外国语学院 法语 辅修学位
160 应用心理学 2019116226 何诗源 2019 外国语学院 法语 辅修学位
161 应用心理学 2019116208 沈澳 2019 外国语学院 法语 普通辅修
162 应用心理学 2019116093 杨贵杰 2019 外国语学院 法语 辅修学位
163 应用心理学 2019113056 蔡季彬 2019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普通辅修
164 应用心理学 2019115497 刘丁源 2019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辅修学位
165 应用心理学 2019116036 刘颖 2019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辅修学位

166 应用心理学 2019111541 邓婷婷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茅以

升班)
辅修学位

167 应用心理学 2019111376 郑双 2019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茅以

升班)
辅修学位

168 应用心理学 2019112919 李思纬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茅以升班) 普通辅修
169 应用心理学 2019112724 杨隋淼 2019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交通运输(茅以升班) 辅修学位
170 应用心理学 2019115701 王婷 2019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辅修学位
171 政治学与行政学 2019116028 秦佳淼 2019 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辅修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