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培养单位 姓名 学号 性别 民族 专业

1 经济管理学院 史贝贝 201610019 男 汉族 世界经济

2 经济管理学院 李梦欣 201520084 女 汉族 西方经济学

3 经济管理学院 李禹墨 201620091 女 汉族 西方经济学

4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敏 201620433 男 汉族 思想政治教育

5 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薇 201531173 女 汉族 社会工作

6 公共管理学院 赵嘉文 201620065 女 汉族 图书馆学

7 文学院 罗曼 201620232 女 汉族 中国古代文学

8 文学院 王斌 201631183 男 汉族 广播电视

9 文学院 勾丽莎 201631177 女 汉族 汉语国际教育

10 法学院 邵士博 201620280 女 蒙古族 民商法学

11 法学院 曹敏娜 201631238 女 汉族 法学法硕

12 新闻传播学院 李岳坤 201631287 男 汉族 新闻与传播

13 外国语学院 梁鹏辉 201631352 男 汉族 英语笔译

14 历史学院 王战扬 201610053 男 汉族 中国史

15 历史学院 常志峰 201520356 男 汉族 中国史

16 文化遗产学院 赵星 201510066 男 汉族 文物保护学

17 数学学院 刘宇慧 201520497 女 汉族 基础数学

18 光子所 张倩 201510106 女 汉族 光学

19 化材学院 廖原 201631542 女 汉族 材料工程

20 化材学院 樊良鑫 201510124 男 汉族 有机化学

21 化材学院 赵甜甜 201620625 女 汉族 有机化学

22 化材学院 乔秀娟 201520689 女 汉族 分析化学

23 化工学院 张玉莹 201620722 女 汉族 应用化学

24 化工学院 郭森 201610155 女 汉族 制药工程

25 化工学院 李星 201631587 男 汉族 化学工程

26 化工学院 齐敏 201631601 女 汉族 化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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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城市与环境学院 王伟泽 201520818 男 汉族 环境工程

28 城市与环境学院 张 扬 201420786 男 汉族 环境科学

29 城市与环境学院 石 钰 201531663 女 汉族 城市规划

30 生命科学学院 马慧娅 201620862 女 回族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1 生命科学学院 杨晓娟 201520839 女 汉族 动物学

32 生命科学学院 郝候艳 201631705 女 汉族 生物工程

33 生命科学学院 张  笑 201510186 女 汉族 生态学

3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毋一帆 201620942 男 汉族 计算机系统结构

3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吕媛媛 201610198 女 汉族 无线电物理

36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加星 201531492 男 汉族 软件工程

37 地质学系 任津杰 201610222 男 汉族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38 地质学系 吴育平 201621016 男 汉族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39 地质学系 孟子圆 201621017 女 汉族 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

40 艺术学院 汤茜 201631114 女 汉族 工业设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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