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工程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备注

103639210000001 黄伶俐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002 李笑男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006 周游 020205 产业经济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016 孙多好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1 查升志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92 吴光磊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2809210013852 刘帅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83 史阳洋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9 侯婷婷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009 郭宇超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0 曹旺栋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2809210008915 王奕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88 王良熠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8 何锐彬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639210000175 李自勇 025100 金融 全日制
103579210006226 高振南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0759026000051 苗智慧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2959212404946 张思佳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3639210000020 陈琦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3639210000021 欧亚琴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5379430700338 朱子文 03050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全日制
103639210000037 袁华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041 朱旭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035 童芳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025 高永久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031 李雅婧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027 胡皓娟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051 万仕强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63 张慧潇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579210001286 冯涛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68 卓皓洁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64 张青青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49 缪钟燕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47 刘新昕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67 朱一帆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65 朱玫玫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56 魏冉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44 郝廷恭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59 杨非凡 035200 社会工作 全日制
103639210000084 张会友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072 高凤莉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087 张旭 040301 体育人文社会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090 班璐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43 赵静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099 郭建国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00 何鹰翔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06 李炬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29 王德鸣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07 李婷婷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31 王鹏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25 唐俊伟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19 申航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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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9210000124 孙鸣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44 郑平 045200 体育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1 江高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6 吴爱群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4 田蓓蓓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5 王艳红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47 陈天宇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8 杨昕达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46 陈晨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2 庞缓缓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7 夏定飞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53 沈乐先 055100 翻译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3 程鹏翔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99 殷艳红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96 杨林青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06 朱胜楠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05 朱佳丽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6 方达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71 黄玉喜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2 陈哲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86 王晨阳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74 李文斌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165 慈正强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04 周瑾 070104 应用数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20 刘心杰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4 王子尧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0 佘舒勤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2 王聪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5 赵海兵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8 朱庆鹏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9 雷振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3 王祥瑞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22 翁闽闽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08 刘忠盈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07 陈红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09 陆思雨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21 卢晓韩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11 宋娇娇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24 刘安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28 赵轶鸣 070300 化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33 周杰 071005 微生物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30 吴静 071005 微生物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29 李安琪 071005 微生物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263 王静云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889500009667 杨广鑫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58 万鹏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379210007282 陈波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84 李奇奇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1287 高鹏飞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74 杨龙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48 李军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379210007029 卜少华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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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9210000267 王朕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879210206868 方星晖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46 李佳路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78 张晖 080200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95 翟传鹏 0802Z1 应用力学与工程结构 全日制
102949210000522 田菁艾 0802Z1 应用力学与工程结构 全日制
102869322210464 张佳宸 0802Z1 应用力学与工程结构 全日制
103639210000311 朱克亮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96 陈伟栋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97 陈志鹏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12 祝淑媛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00 黄泽政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299 顾文键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01 李春晓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15 范保程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179000040388 曾秀云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22 宣勇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0059340207077 江浩玮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939210105637 陈金刚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939210405749 孙骁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24 郑传祺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23 詹京吴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21 陶慧敏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25 周旭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879210306883 曹伟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27 曹小飞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19 罗建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18 刘双双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3209 张玉坤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889500009792 陈皞玲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36 李京阳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5909876511513 周祺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3579210012263 管萍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3599210003617 王东方 0812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全日制
102559210006986 应丽丽 082100 纺织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959210708484 夏成龙 082100 纺织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959210707729 刘锁 082100 纺织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559210004821 赵玲玲 082100 纺织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56 刘娣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57 王璐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52 陈涛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579210010674 陈文苑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809210013554 黄婷婷 083000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1839214613774 李晶晶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62 朱雪洋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6359324187465 罗丽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7129134033295 宋睿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61 朱世民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69 周芄 083500 软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64 程飞 083500 软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68 余沁茹 083500 软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66 王族 083500 软件工程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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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9134033442 葛婷 083600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079210006834 许思远 083600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7129162063257 刘琴 083600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73 李爽 083600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2559210005280 张睿燚 083600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869210808219 傅锡鹏 083600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98 龚逸凡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9939 杨剑飞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909210506965 王磊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889500015372 陈明熙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91 段维维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84 叶华国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00 韩波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83 陈凯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96 耿赛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68 章亮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17 李昕健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99 郭磊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10 阚延鹏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56 徐凌峰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80 蔡诚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85 陈旭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97 龚锐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43 王国清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88 邸志民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84 陈天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58 杨柳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55 徐罡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05 胡文彬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559210004658 单李阳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30 彭稳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5479 张浩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4229510911678 许建洲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87 戴思超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65 张师榕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48 吴臣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60 叶国文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16469210003947 司武东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94 付磊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5482 凌方庆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25 马立腾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5409 张德政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559210004660 苏宏博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879210206880 杨剑锋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78 朱兆哲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63 詹庆荣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2809210013624 江磊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92 方华杰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83 吴慧栋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34 宋良旭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71 周成龙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4229510911680 代鹏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第 4 页，共 8 页



安徽工程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备注

103639210000427 倪璇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16 李向利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10073 余镕辉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381 曾海 085201 机械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88 何京生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92 刘一贺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98 杨天鑫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6123 汪牵牵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89 黄菁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6267 刘超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99 周建强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490 李俊松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2909211806980 文亚东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2889500009697 许启民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2365 杨晓东 085204 材料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7940 吴铭辉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14 王启胜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46 夏奎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20 徐印赟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2959211907800 刘富春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26 李豪豪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25 李旦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7895 李佩阳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22 杨奔奔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17 吴云飞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20 胡志锋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34 沈鑫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06 丁陵梅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01 卢志远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47 谢巍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03 陈玲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89210007541 牛珉玉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63 张久超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6653 叶炯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8003 曹小喜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7315 刘芙蓉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31 吕禾丰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58 张成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29 刘俊杰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21 闫福标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86 徐正伟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89 於跃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14 谷峥岩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23 杨燃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78 何野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82 梁馨予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61 张港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12 伏娜娜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55 于尧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85 徐姝琪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10 汪强林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6673 赵瑞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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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9210000596 雷守中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38 汤程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69 郑书展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68 甄子阳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18 何昌龙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67 赵传婷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7917 方骏仁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13 王昊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53 杨秀茹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79210010996 余江胜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7892 郭俊阳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06 荣辉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510 丰宇航 085210 控制工程 全日制
102559210003779 李禹 085220 纺织工程 全日制
102559210004923 吴兰娟 085220 纺织工程 全日制
103389210002099 张书诚 085220 纺织工程 全日制
103389210002094 孙坤 085220 纺织工程 全日制
102999211107936 王虹 085220 纺织工程 全日制
102559210005078 张正桥 085220 纺织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28 刘海龙 085220 纺织工程 全日制
102959211507903 王芳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11179210005826 朱樱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30 李伟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2519210008963 王梦梦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10272 张倩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079210006082 王思蒙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079210000405 匡昭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2999210907897 张杰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2999210907403 王六合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06594 朱延胜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44309113000157 张永贵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2959210207709 沈琪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2959210207707 朱刘影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44309042000162 李方凯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41 谢东宝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2959211408129 汪慧玲 085238 生物工程 全日制
105209666614446 秦滢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49 高一凌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889500009756 王慧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579210007294 陈荣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52 刘超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190 王仁杰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185 陶勇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579210007938 胡文婷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181 钱甫成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599210010880 刘冬菊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10000663 朱明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579210005411 黄利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2889500006764 张赟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103639250000780 谢菲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61 童倩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85 闫雪婷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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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9250000723 黄云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39 刘国栋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26 简健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63 王灿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43 刘文素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698 查奇琪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62 汪涛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27 蒋常伟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53 石学东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697 毕芳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96 张仁文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69 王涛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32 李宁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21 胡祚尧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90 郁言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01 陈华山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746 骆羊羊 125200 公共管理 非全日制
103639250000690 姚刚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669 高祺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696 竺保荣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736 林慧竹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673 姜川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664 安黎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6719201902599 于扬扬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668 窦贤惠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2869340812713 李超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2849250615625 毕祥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670 高雨耀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639250000687 徐乐 125200 公共管理 全日制
103709210003210 胡晓璁 130400 美术学 全日制
105429431211244 程静 130400 美术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67 王君霞 130400 美术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10 伍俊飞 130400 美术学 全日制
104229510913221 祖媛媛 130400 美术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54 凌丰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16 何群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43 高磊滔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28 王相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18 焦晓晴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63 申蕊闻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66 王进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53 梁嫚丽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30 魏星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14 韩荣勋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29 王雪沁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15 韩晓洒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836 朱婉婷 130500 设计学 全日制
103639210000924 胡胜祖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88 舒鑫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80 秦莹莹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46 李元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65 吕月侠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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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639210000921 衡忠培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45 赵佳莹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57 左静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42 张易靖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58 刘艺璇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69 马文青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17 夏子玥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32 余庆同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82 邱向源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30 姚扬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94 谈蜀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25 许磊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21 辛淑婷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17 郭世权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37 李萌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02 陈奕琳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28 黄云芳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34 虞京津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61 陆秀转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12 吴航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92 苏娜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03 王道君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44 李新媛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41 李婷婷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20 辛柳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39 李舒晴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891 常雪瑶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899 陈琪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71 毛阁辉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46 赵敏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55 朱万梅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19 韩小冬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0911 葛舒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103639210001029 杨亚男 135100 艺术 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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