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报名号 姓名 拟报考学院
拟报考专
业代码

拟报考专业名称 拟报考导师
是否参加e-

learning

审核意见(通
过/不通过)

1 B20193372 高志成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雷华阳 否 通过

2 B20192478 吕雷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蒋明镜 是 通过

3 B20192839 赵宁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郑刚 否 通过

4 B20190811 石安宁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蒋明镜 否 通过

5 B20190688 潘亚轩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1 岩土工程 雷华阳 是 通过

6 B20191933 李洁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郝逸飞 否 通过

7 B20192788 梁清华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郝逸飞 否 通过

8 B20192924 霍家豪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师燕超 否 通过

9 B20192124 戎凤仪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陈志华 否 通过

10 B20193160 郝润奇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郝逸飞 否 通过

11 B20193069 王优群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赵秋红 是 通过

12 B20191907 付杰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赵秋红 是 通过

13 B20193400 富腾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2 结构工程 赵秋红 是 通过

14 B20192787 符瞻远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巴振宁 否 通过

15 B20193125 连思达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熊春宝 否 通过

16 B20193332 魏超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田志敏 是 通过

17 B20192677 杨玉超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熊春宝 是 通过

18 B20191139 阿里木·艾合买提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Todorovska Marija I 否 通过

19 B20193195 田策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田志敏 否 通过

20 B20192998 张杰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朱劲松 是 通过

21 B20192642 郑慧君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朱劲松 否 通过

22 B20193019 薛凯仪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朱劲松 是 通过

23 B20193314 耿佳硕 建筑工程学院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朱劲松 否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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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20192350 杜明成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张建云 否 通过

25 B20192779 侯鸽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练继建 是 通过

26 B20192881 马辉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胡少伟 是 通过

27 B20192479 王旭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张金良 否 通过

28 B20193165 陈艺璇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练继建 否 通过

29 B20192570 李曦亭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王银堂 否 通过

30 B20193446 陈云飞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练继建 是 通过

31 B20193391 刘蓉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王浩 是 通过

32 B20193410 黄鹏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张建云 否 通过

33 B20191562 许云龙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丁红岩 否 通过

34 B20192221 闫军涛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张社荣 是 通过

35 B20192006 田丹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李明超 是 通过

36 B20193364 霍文龙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张社荣 否 通过

37 B20192756 吴克倩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白玉川 是 通过

38 B20192123 苏鑫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韩其为 否 通过

39 B20192986 杨霆浩 建筑工程学院 081500 水利工程 李绍武 否 通过

40 B20192795 富锰 建筑工程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赵高峰 否 通过

41 B20193279 李芳菲 建筑工程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田英辉 是 通过

42 B20193383 陈宏臻 建筑工程学院 0815Z2 岩土力学与工程 田英辉 否 通过

43 B20192040 孙策 建筑工程学院 082400 船舶与海洋工程 黄焱 是 通过

44 B20193303 沈聪 建筑工程学院 082400 船舶与海洋工程 陈念众 否 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