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编号 报考专业 已确认导师姓名

102864102470275 土木工程 龚维明

102864102860291 土木工程 龚维明

102864106130307 土木工程 宗周红

102864105330311 土木工程 宗周红

102864101830312 土木工程 宗周红

102864105330308 土木工程 王浩

102864101260287 土木工程 刘钊

102864102950284 土木工程 张晋

102864106260295 土木工程 张建

102864107120310 土木工程 尹凌峰

102864104590296 土木工程 杨才千

102864114130276 土木工程 张晋

102864100030298 土木工程 吴智深

102864102860277 土木工程 吴京

102864103350285 土木工程 吴刚

102864102470304 土木工程 吴刚

102864102470306 土木工程 吴刚

102864105330289 土木工程 黄镇

102864102860290 土木工程 舒赣平

102864101450299 土木工程 舒赣平

102864106990303 土木工程 舒赣平

102864102950283 土木工程 邱洪兴

102864102860301 土木工程 孟少平

102864106110280 土木工程 罗斌

102864102860273 土木工程 吕清芳

102864100220286 土木工程 吕清芳

102864102860300 土木工程 吕令毅

102864105890292 土木工程 陆金钰

102864102860313 土木工程 敬登虎

102864105320302 土木工程 韩重庆

102864105610272 土木工程 郭正兴

102864102860309 土木工程 郭正兴

102864102950279 土木工程 冯健

102864103860293 土木工程 冯健

102864102860274 土木工程 方立新

102864100080269 土木工程 范圣刚

102864104590314 土木工程 范圣刚

102864102860288 土木工程 陈忠范

102864102860268 土木工程 曹双寅

102864102470316 土木工程 曹双寅



102864102470267 土木工程 张志强

102864104590282 土木工程 叶继红

102864102940315 土木工程 叶继红

102864102900297 土木工程 王修信

102864102860281 土木工程 潘金龙

102864102860270 土木工程 李爱群

102864103840278 土木工程 郭彤

102864104590305 土木工程 冯若强

102864102880294 土木工程 陈忠范

102864102860317 市政工程 刘焱

102864102860318 市政工程 傅大放

102864105320319 市政工程 杨小丽

102864102860266 力学 费庆国

102864102860265 力学 何小元

102864102860264 力学 李兆霞

102864102860335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朱虹

102864102860365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周臻

102864102860364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张志强

102864102860331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张建

102864106110347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张建

102864102860360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尹凌峰

102864106110343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叶继红

102864104590351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吴智深

102864106130336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万春风

102864104590334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涂永明

102864102860340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孙逊

102864102950349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潘金龙

102864105330359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孟少平

102864106130353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吕令毅

102864102860344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陆金钰

102864106110363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李爱群

102864102860333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黄镇

102864102860339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韩重庆

102864104590350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韩重庆

102864106110329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郭正兴

102864106110352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郭彤

102864106110330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冯若强

102864102860348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冯健

102864102860332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范圣刚

102864106130346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陈忠范

102864102860362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孙越



102864101260356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王景全

102864106130337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刘钊

102864107100341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刘钊

102864104590345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黄有亮

102864102860358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沈  杰

102864102860361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陆惠民

102864104590342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刘家彬

102864102950338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李维滨

102864102950354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吴伟巍

102864106260355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李德智

102864102860357 建筑与土木工程(专业学位) 黄有亮

102864102950320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吴伟巍

102864107100322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张  星

102864104030323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沈  杰

102864102950326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李德智

102864101400328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沈  杰

102864102950324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李启明

102864102860321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张  星

102864102860325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李德智

102864102860327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刘家彬

102864104590369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建坤

102864106260374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建坤

102864104590368 管理科学与工程 邓小鹏

102864102950375 管理科学与工程 邓小鹏

102864104590371 管理科学与工程 成  虎

102864101400366 管理科学与工程 林艺馨

102864104590367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启明

102864102860370 管理科学与工程 成  虎

102864102900372 管理科学与工程 成  虎

102864106110376 管理科学与工程 郑  磊

102864102860378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李启明

102864102860377 管理科学与工程 邓小鹏（袁竞峰）

102864102860373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建坤


	2914年硕士推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