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生编号 报考专业名称
江秋语 10610807750000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邵泽瑞 1061080775000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程金伟 1061080775000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龚星衡 1061080775000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史健 1061080775000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若男 1061080775000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朱君 10610807750003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怡明 10610807750005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邓惠心 10610807750006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贺玉华 10610807750006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翟俐民 10610807750006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明明 10610807750007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天航 1061080775000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邹睿 1061080775000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阳 10610807750008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戴业伟 10610807750008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凯 10610807750008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彭建鑫 10610807750010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耿嘉炫 10610807750010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臻杰 1061080775001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文博 1061080775001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峻杉 1061080775001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戴子淳 10610807750015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林强 10610807750015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飞雄 10610807750016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范益 10610807750016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易乐 1061080775001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王祥通 1061080775001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雷清桦 10610807750018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愚夫 10610807750018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涛 10610807750019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邢科 10610807750019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韬 10610807750019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许亮 10610807750019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宋元隆 106108077500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郑淘 1061080775002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甄有恒 10610807750020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杰 1061080775002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全 10610807750023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倪维成 1061080775002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荣 1061080775002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姚俊宏 10610807750024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廖迪 10610807750024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秀蓉 10610807750025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世豪 1061080775002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宋岱松 10610807750028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梅乙 10610807750028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朱进 1061080775003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莉红 1061080775003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罗桑强巴 1061080775003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8年硕士复试学生名单（含非全日制）



肖昆 10610807750034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兵 1061080775003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斯杰 1061080775003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廖毅 10610807750035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罗成 106108083500005 软件工程

刘宗林 106108083500008 软件工程

欧光金 106108083500019 软件工程

吴江 106108083500029 软件工程

杨艳 106108083500040 软件工程

白婉玉 106108085200014 计算机技术
刘雨森 106108085200076 计算机技术
杜卓霖 106108085200114 计算机技术
刘硕迪 106108085200119 计算机技术
李强 106108085200127 计算机技术
尹浩 106108085200171 计算机技术
张琦 106108085200184 计算机技术
冯利 106108085200222 计算机技术
张兴明 106108085200235 计算机技术
赵艳 106108085200240 计算机技术
秦佳奇 106108085200257 计算机技术
薛旭倩 106108085200263 计算机技术
郭妍彤 106108085200265 计算机技术
胡振鑫 106108085200274 计算机技术
刘浪 106108085200327 计算机技术
黄健 106108085200334 计算机技术
岳俊松 106108085200420 计算机技术
苏智韬 106108085200439 计算机技术
焦强 106108085200457 计算机技术
杜建晖 106108085200471 计算机技术
韩坤明 106108085200472 计算机技术
高健鑫 106108085200473 计算机技术
庞瑞 106108085200504 计算机技术
张良成 106108085200578 计算机技术
张涛 106108085200591 计算机技术
李坤坤 106108085200614 计算机技术
季亚龙 106108085200638 计算机技术
代湖明 106108085200656 计算机技术
邓欣 106108085200658 计算机技术
王勇 106108085200659 计算机技术
任萌 106108085200660 计算机技术
何立 106108085200732 计算机技术
王先海 106108085200733 计算机技术
栗宁 106108085200782 计算机技术
何康本 106108085200804 计算机技术
范智翰 106108085200868 计算机技术
管骏 106108085200869 计算机技术
李嘉豪 106108085200870 计算机技术
胡翔 106108085200871 计算机技术
任世强 106108085200874 计算机技术
黄志勇 106108085200925 计算机技术
马路宽 106108085200958 计算机技术
王彬州 106108085201008 计算机技术
官翔 106108085201009 计算机技术
冯鲁波 106108085201010 计算机技术



娄正伟 106108085201011 计算机技术
候文艳 106108085201012 计算机技术
王韬 106108085201015 计算机技术
马茹茹 106108085201063 计算机技术
陈钌 106108085201069 计算机技术
石京京 106108085201074 计算机技术
胡晓楠 106108085201110 计算机技术
冯春波 106108085201114 计算机技术
姬笑楠 106108085201125 计算机技术
王胜强 106108085201140 计算机技术
余鑫洋 106108085201156 计算机技术
林德道 106108085201173 计算机技术
姜吉喆 106108085201215 计算机技术
黄丰智 106108085201269 计算机技术
董遥 106108085201281 计算机技术
俞瑞 106108085201282 计算机技术
邓赓 106108085201299 计算机技术
孙孟川 106108085201300 计算机技术
刘红 106108085201306 计算机技术
侯贤乐 106108085201325 计算机技术
何爱平 106108085201357 计算机技术
邱志腾 106108085201373 计算机技术
余迪 106108085201430 计算机技术
李丽萍 106108085201457 计算机技术
雷姗姗 106108085201458 计算机技术
吴优 106108085201459 计算机技术
王帆 106108085201493 计算机技术
姚天乐 106108085201571 计算机技术
朱智 106108085201651 计算机技术
叶石桥 106108085201671 计算机技术
陈雨 106108085201724 计算机技术
李帅 106108085201726 计算机技术
刘伟民 106108085201732 计算机技术
古睿 106108085201748 计算机技术
杨力川 106108085201749 计算机技术
黄唯畅 106108085201773 计算机技术
冷红梅 106108085201774 计算机技术
盛钟松 106108085201775 计算机技术
石林钢 106108085201778 计算机技术
朱俊洁 106108085201780 计算机技术
黄皓 106108085201787 计算机技术
白迪 106108085201788 计算机技术
蒋国芝 106108085201803 计算机技术
刘奔 106108085201805 计算机技术
周涛 106108085201825 计算机技术
张中洋 106108085201894 计算机技术
樊轶铖 106108085202305 计算机技术
王聪 106108085202306 计算机技术
王翔坤 106108085202309 计算机技术
廖承城 106108085202313 计算机技术
黄琪 106108085202314 计算机技术
邱俊玮 106108085202319 计算机技术
郭智溢 106108085202320 计算机技术
吴宇杭 106108085202325 计算机技术



许文 106108085202326 计算机技术
任宇 106108085202328 计算机技术
黄永强 106108085202329 计算机技术
陈嘉炜 106108085202330 计算机技术
杨坤桥 106108085202331 计算机技术
邱帅 106108085202332 计算机技术
杨静波 106108085202333 计算机技术
黄光华 106108085202334 计算机技术
黄婕 106108085202335 计算机技术
闫建荣 106108085202337 计算机技术
肖惠月 106108085202342 计算机技术
尹雪 106108085202349 计算机技术
曾春明 106108085202352 计算机技术
刘云霞 106108085202353 计算机技术
王超凡 106108085202354 计算机技术
罗运 106108085202355 计算机技术
王康 106108085202359 计算机技术
赖志宸 106108085202362 计算机技术
代娇 106108085202363 计算机技术
杨湘玉 106108085202367 计算机技术
李雪瑞 106108085202368 计算机技术
杨胜兰 106108085202370 计算机技术
胡滨 106108085202371 计算机技术
刘立成 106108085202372 计算机技术
王品学 106108085202374 计算机技术
文瀚杰 106108085202380 计算机技术
银虹宇 106108085202384 计算机技术
付迪阳 106108085202385 计算机技术
李思雨 106108085202387 计算机技术
张继 106108085202392 计算机技术
徐聪 106108085202643 计算机技术
杨俊峰 106108085202714 计算机技术
何邦君 106108085202715 计算机技术
杨鲜 106108085202719 计算机技术
陈澄 106108085202793 计算机技术
刘厚坤 106108085202794 计算机技术
何静 106108085202797 计算机技术
钟越 106108085202798 计算机技术
万逸谦 106108085202863 计算机技术
刘非 106108085202879 计算机技术
周文迪 106108085202954 计算机技术
张森 106108085203028 计算机技术
李志超 106108085203030 计算机技术
先平 106108085203032 计算机技术
覃杰 106108085203034 计算机技术
陈熙文 106108085203100 计算机技术
臧义 106108085203101 计算机技术
王斌 106108085203167 计算机技术
李政辉 106108085203171 计算机技术
刘一波 106108085203244 计算机技术
高明珠 106108085203247 计算机技术
郑小强 106108085203282 计算机技术
杨婷 106108085203283 计算机技术
杜平川 106108085203285 计算机技术



王瑶 106108085203286 计算机技术
王皓洁 106108085203287 计算机技术
李欣妍 106108085203290 计算机技术
倪荣梅 106108085203337 计算机技术
张宇 106108085203338 计算机技术
罗莘涛 106108085203339 计算机技术
万珂蓝 106108085203340 计算机技术
刘芮 106108085203372 计算机技术
代欢欢 106108085203438 计算机技术
陈骞 106108085203441 计算机技术
张巧 106108085203493 计算机技术
李文尧 106108085203494 计算机技术
韩堂轩 106108085203497 计算机技术
张容诚 106108085203499 计算机技术
张甫华 106108085203508 计算机技术
周冬莉 106108085203509 计算机技术
冯义超 106108085203510 计算机技术
肖以筒 106108085203561 计算机技术
陈中瑶 106108085203580 计算机技术
胡渲 106108085203587 计算机技术
陈良铭 106108085203640 计算机技术
刘世杰 106108085203668 计算机技术
白浩然 106108085203681 计算机技术
赵意如 106108085203695 计算机技术
李志龙 106108085203824 计算机技术
黎星宇 106108085200425 软件工程
谭伯阳 106108085200445 软件工程
张飞扬 106108085200592 软件工程
李天宁 106108085200734 软件工程
杨坤 106108085200766 软件工程

冯启林 106108085200784 软件工程
马晓星 106108085200829 软件工程
熊君竹 106108085200841 软件工程
马文 106108085200850 软件工程

何燕龙 106108085200875 软件工程
解文博 106108085200960 软件工程
刘凯 106108085201075 软件工程

侯伟栋 106108085201115 软件工程
李旭光 106108085201116 软件工程
白云飞 106108085201327 软件工程
左国渭 106108085201342 软件工程
侯家麒 106108085201496 软件工程
姜小玉 106108085201687 软件工程
黄怡洁 106108085201688 软件工程
朱志娟 106108085201697 软件工程
江川 106108085201761 软件工程
肖宁 106108085201812 软件工程

张兰秋月 106108085201813 软件工程
邹代宇 106108085201814 软件工程
吴越 106108085201826 软件工程

张泰豪 106108085202406 软件工程
唐煜祺 106108085202413 软件工程
黄苗 106108085202421 软件工程

单俊宁 106108085202423 软件工程



樊吉雨 106108085202424 软件工程
李亮 106108085202433 软件工程

王煜翔 106108085202435 软件工程
蒋仕艺 106108085202437 软件工程
罗彬 106108085202440 软件工程
曹帅 106108085202441 软件工程

宋毅梁 106108085202442 软件工程
王鹏程 106108085202445 软件工程
王朝磬 106108085202446 软件工程
冷杰 106108085202450 软件工程

王平飞 106108085202452 软件工程
彭源 106108085202725 软件工程
曾琦 106108085202726 软件工程

吴青松 106108085202727 软件工程
袁崇 106108085202729 软件工程
夏蒋 106108085202731 软件工程

何明松 106108085202804 软件工程
魏晓彤 106108085202883 软件工程
青小昀 106108085203106 软件工程
陈瑞 106108085203175 软件工程

邓靖秋 106108085203176 软件工程
李泰逾 106108085203453 软件工程
魏登 106108085203455 软件工程
文瀚 106108085203457 软件工程

黄婉华 106108085203513 软件工程
孙世辰 106108085203589 软件工程
范彬 106108085203632 软件工程
同磊 106108085203644 软件工程
王争 106108085203656 软件工程

陈丽华 106108085203722 软件工程
吴昭欣 106108085203724 软件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