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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潭苏 B20182789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9.83 王天友

2 盛夏 B20182846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9.33 焦魁

3 陈鹏 B20182564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8.67 卫海桥

4 杨贵春 B20182876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8.25 梁兴雨

5 陈洪涛 B20182786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7.67 谢辉

6 韩光辉 B20182871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6.58 王国锋

7 马海云 B20182904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6.50 杨昭

8 唐程 B20182858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6.33 毕凤荣

9 章飚 B20182875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6.33 郭伟

10 苏展望 B20182857 机械学院 先进制造 85.67 赵华

11 刘舒扬 B20182877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9.42 李奇峰

12 张海军 B20182827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6.92 房丰洲

13 张宝尚 B20183137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6.83 孙长库

14 钟国舜 B20182793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6.5 段发阶

15 肖亚兵 B20182817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6.25 陈达

16 关超 B20182919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5.08 曲兴华

17 曾祥丽 B20183010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4.5 徐德刚

18 杨聪 B20183064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4.33 邾继贵

19 管洪飞 B20183052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2 杜振辉

20 翟贺争 B20182940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1.42 明东

21 司留启 B20183080 材料学院 先进制造 91 崔振铎

22 杨勇 B20183092 材料学院 先进制造 85.8 王东坡

23  雷辉 B20183001 材料学院 先进制造 85 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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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周玉贵 B20182836 材料学院 先进制造 83.6 季惠明

25 潘伟强 B20182848 建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9.4 郑刚

26 姜坤 B20182950 建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8.1 陈志华

27 刘同木 B20182823 建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7.7 余建星

28 刘涵 B20183061 建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5.6 张社荣

29 秦立成 B20182983 建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4.4 丁红岩

30 吕强 B20182781 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保 86.29 刘刚

31 叶学顺 B20182969 建筑学院 能源与环保 86.00 朱丽

32 汪伶俐 B20183124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91.63 赵林

33 刘建路 B20183081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90.44 赵林

34 张春意 B20183062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8.00 陈冠益

35 李志涛 B20182886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7.67 季民

36 李鸿 B20182961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7.56 张欢

37 姜文博 B20183067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7.50 段宁

38 刘涛 B20182852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7.11 张书廷

39 吴清才 B20182798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7.11 陈冠益

40 吴秀丽 B20182847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6.78 田一梅

41 沈煜 B20182843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6.00 费学宁

42 阳春 B20182880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6.00 由世俊

43 宋欣欣 B20182995 环境学院 能源与环保 85.22 季民

44 罗英 B20183047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95.18 陈旭

45 刘家亮 B20183116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94.55 张宝泉

46 张锁庆 B20183086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93.00 龚俊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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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余铭程 B20182838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91.27 马新宾

48 熊光明 B20183114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91.00 谭蔚

49 杨勇 B20183017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9.18 元英进

50 樊彬 B20182842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8.36 单忠强

51 纪超 B20183011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8.09 谭蔚

52 陈志国 B20182782 化工学院 能源与环保 88.00 苏荣欣

53 马群 B20183036 精仪学院 先进制造 80.67 赵美蓉

54 马康夫 B20183123 材料学院 先进制造 81.40 李志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