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录取院系 录取专业 姓名 性别 毕业单位 毕业专业 QQ 微信

1 土木学院 结构工程 张家瑞 男 福建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393203548 393203548

2 土木学院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吴枭 男 桂林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1097694970 wuxiao19950610

3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赵旭东 男 河北地质大学 土木工程 841911218 874119495

4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张伟 男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907881541 18395615310

5 土木学院 ★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赵鹏鹏 男 兰州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936442965 zpp936442965

6 土木学院 岩土工程 李成龙 男 南京林业大学 土木工程 1529028874 Lchenglong_01

7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张成 男 宁夏大学 土木工程 2455152544 tingyuanwufeng

8 土木学院 结构工程 宋翠梅 女 三峡大学 土木工程 759753053 13197349101

9 土木学院 结构工程 张雪峰 男 山西农业大学 土木工程 451178969 451178969

10 土木学院 结构工程 钱昊 男 天津城建大学 土木工程 694772397 694772397

11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谭晓华 男 浙江海洋学院 土木工程 943965831 g16561

12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耿浩渌 男 中国矿业大学 土木工程 28379036000 xjdzs1

13 土木学院 结构工程 董晋琦 男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土木工程 515341003 jinqi52100

14 土木学院 结构工程 李超 男 烟台大学 土木工程 512132225 l512132225

15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英驰 男 内蒙古科技大学 工程管理 2522712799 lycabc12345678

16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毛立 男 河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2058193112 maoli411212

17 土木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王文城 男 青岛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1173918477 wwciii

18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唐文韬 男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学 694222742 ttlpp0408

19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学 闫筱筱 女 安徽农业大学 城市规划 1173220386 13515665462@163.com

20 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 刘晓宇 男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城市规划 916165949 zenmezhememan712

21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王燕 女 河北农业大学 园林 1296791786 wangyan1296791786

22 建筑学院 建筑学 朱厢炜 男 湖北工程学院 建筑学 2792261869

23 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 卢宇飞 男 江西农业大学 城乡规划 547404234 luyufei1996

24 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 高泳昌 男 山西农业大学 城市规划 2946316514 Gambler12138

25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彭瑞辰 女 沈阳建筑大学 建筑学 2059001356 prcprcprc

26 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学 付晓萌 女 四川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707561728 fxm707561728

27 建筑学院 建筑学 张皓宸 男 内蒙古工业大学 建筑学 1548768244 351361002

28 建筑学院 建筑学 王燕 女 太原理工大学 建筑学 1412489194 wangyanlyn7

29 建筑学院 风景园林 赵宇翔 男 内蒙古工业大学 风景园林 1281685847 zyx17678009685

30 艺术学院 风景园林 王薇 女 山西大学 艺术设计 1652521264 wei64367987544

31 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徐磊 男 安徽工程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597789272 15655353275

32 环境学院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魏高亮 男 安徽工业大学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1054487305 Wgl1054487305

33 环境学院 市政工程 张双双 女 合肥工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970684099 18856318293

34 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代佳玲 女 河北科技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1679040130 djl1679040130

35 环境学院 市政工程 王健 男 山东建筑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363634184 363634184

36 环境学院 市政工程 林子深 男 山东农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506243963 linzi856482

37 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李建强 男 塔里木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92305864 15739297049

38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李天星 女 中北大学 环境工程 1079896882 ltx1079896882

39 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赵言亮 男 中原工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876858479 zyllc876858479

40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刘洋 女 兰州交通大学 环境工程 546178873 546178873

41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黄晓玲 女 河南城建学院 工程造价 1519643668 HXL20131129--

42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李乃旭 男 聊城大学 工程管理 1574023163 linaixu0829

43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段乐婷 女 南阳师范学院 工程管理 992589316 15670202824

44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刘睿敏 女 天津财经大学 劳动与社会保障 857853709 LL7343919

45 理学院 力学 续晓宇 男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932357757 Yuyzan21

46 理学院 力学 鲁楠 女 厦门理工学院 工程力学类 747606795 Ln747606795

47 材料学院 材料工程 徐文韬 男 南京工业大学 复合材料与工程 1145084686 Xuwentao95

48 文学院 ★戏剧戏曲学 范欣宇 女 浙江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 339096359 Chloe-malnutrition

49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 何毓敏 女 榆林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249587862 18220255580

50 管理学院 ★工程经济与管理 宋伟雪 女 兰州理工大学 工程管理 3309368796 S9510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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