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拟转专业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在专业 申请转入专业

1 20174017020 吴晓宇 男 环境科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20174011626 刘峰 男 农学 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 20174042101 付正正 男 农林经济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20174011612 王怀志 男 农学 09 电子信息工程

5 20174011524 龙昇波 男 农学 09 电子信息工程

6 20174011922 危少杰 男 农学 09 电子信息工程

7 20174064149 徐浩 男 粮食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8 20154081129 许博文 男 生物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20174061208 张叶琳 女 食品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 20174011727 刘保冰 男 农学 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 20174033112 高清 女 草业科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 20174022336 靳育琦 男 工学 08-Ⅱ 动物医学

13 20174034115 何炎峻 男 动物药学 动物医学

14 20174034109 葛航 男 动物药学 动物医学

15 20174093017 李小曼 女 生物科学 动物医学

16 20174033114 韩琦 女 草业科学 动物医学

17 20174043161 王峥钰 女 市场营销 动物医学

18 20154034111 何孝星 男 动物药学 动物医学

19 20174043152 王彦迪 女 市场营销 动物医学

20 20174031216 刘嘉欣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21 20174011947 杨文静 女 农学 09 动物医学

22 20174034120 李丹阳 女 动物药学 动物医学

23 20174034108 高飞 男 动物药学 动物医学

24 20174031230 位素敏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25 20174011449 董芷佑 女 农学 09 动物医学

26 20174031126 王旋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27 20174063247 陈立 男 食品质量与安全 动物医学

28 20174034116 何艳飞 男 动物药学 动物医学

29 20174031118 刘丹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30 20174031235 于文博 男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31 20174031204 邓秀秀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32 20174062145 钱虹宇 女 包装工程 动物医学

33 20174031228 王一楠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34 20174011728 郜晓虹 男 农学 09 动物医学

35 20174031129 吴晓睿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36 20174031231 温璐尧 女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在专业 申请转入专业

37 20174031121 潘俊池 男 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

38 20154021104 陈广岩 男 农机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 20174011429 何威 男 农学 0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201540701008 张宇航 男 飞行技术 交通运输

41 20174042116 陈猛 男 农林经济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

42 20174011640 孙雨薇 女 农学 09 财务管理

43 20174011240 刘芳妍 女 农学 09 财务管理

44 20174042232 李芳 女 农林经济管理 会计学

45 20174011129 陈英奇 女 农学 09 会计学

46 20174022147 喻芳群 女 工学 08-Ⅱ 会计学

47 20174022145 宋雨竹 女 工学 08-Ⅱ 会计学

48 20174011838 许湘崎 女 农学 09 会计学

49 20174022146 张嘉木 女 工学 08-Ⅱ 审计学

50 20174046234 孙婷 女 物流管理 审计学

51 20174065117 王艺琳 女 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审计学

52 20174071139 翟璐 女 公共事业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53 20174071117 郭志华 女 公共事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54 20174063235 单元杰 男 食品质量与安全 农学

55 20174065127 徐刚 男 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生物科学

56 20174065126 孙浩 男 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 生物科学

57 20174031239 赵孟雪 女 动物科学 制药工程

58 20174011636 宋文爽 女 农学 09 制药工程

59 20154064108 蒯华锋 男 粮食工程 食品科学与工程

60 20154070624 孟维洪 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食品质量与安全

61 20174011635 宋娜 女 农学 09 食品质量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