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批次院级盲审名单

学号 姓名 专业名称 导师姓名 抽审批次

2017201172 陈昕 药学 袁其朋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87 黄菊 药学 喻长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89 步永欣 药学 冯嵬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97 林程 药学 阎爱侠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201 许纪委 药学 郑国钧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205 蒙柳仙 药学 喻长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209 曾妮 药学 董益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8201113 刘洁 化学工程与技术 邓利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06 高虎涛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07 乔园园 化学工程与技术 甘志华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08 安娜 化学工程与技术 乔仁忠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16 李昊天 化学工程与技术 肖刚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27 张香燕 化学工程与技术 袁其朋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32 毕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诗卉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34 杨美晨 化学工程与技术 袁其朋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38 翟思雨 轻工技术与工程 张栩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39 刘瑞霖 轻工技术与工程 曹辉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41 邓力郝 生物工程 王艳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42 张玉印 生物工程 陈必强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43 杨振武 生物工程 阎爱侠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44 杨兴 生物工程 王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46 张雅琦 生物工程 邓利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48 纪岳杉 生物工程 阎爱侠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49 刘贺鑫 生物工程 田平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0 秦兆辉 生物工程 苏昕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1 陈咪咪 生物工程 刘军锋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2 吴冰昕 生物工程 王兴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3 白迅 生物工程 罗施中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6 韦惠玲 生物工程 苏海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7 李明达 生物工程 谭天伟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8 刘鹤宁 生物工程 陈龙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59 谷思宇 生物工程 罗施中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61 陈儒佳 生物工程 童贻刚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64 王红艳 生物工程 袁其朋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65 谭碧维 生物工程 李正军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66 王韵嘉 生物工程 罗施中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67 韩雪怡 生物工程 喻长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68 何栾樱 生物工程 王诗卉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69 岳娅东 生物工程 董益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70 王璐瑶 生物工程 许立达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72 鹿一鸣 生物工程 谭天伟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73 雷佳霓 生物工程 刘惠玉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75 慕昕昱 生物工程 甘志华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76 谭成峰 生物工程 苏海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77 陈文广 生物工程 刘子鹤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78 李艳琴 生物工程 罗施中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80 刘萍萍 生物工程 陈必强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01181 李栋 生物工程 冯越 2022年第一批次
2018310074 陈然 生物工程 喻长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48 朱一诺 生物工程 罗施中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49 何肇辉 生物工程 杨晶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51 肖楠 生物工程 刘子鹤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52 周吉阳 生物工程 苏昕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55 尹健 生物工程 冯越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59 肖鹏 生物工程 陈龙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60 张倩文 生物工程 宋立华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42 张帆 制药工程 童贻刚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43 陈浩荣 制药工程 陈龙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44 王英杰 制药工程 陈龙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45 张凌昊 制药工程 苏昕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310147 郑欣颖 制药工程 宋立华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68 李铖 制药工程 喻长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69 张子晨 制药工程 杨昭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71 樊俐 制药工程 刘云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81 刘亚磊 制药工程 李超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85 张文超 制药工程 秦蒙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89 陈婧 制药工程 苏昕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90 胡艺凡 制药工程 刘长霞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92 魏红丽 制药工程 程刚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94 邢坤 制药工程 郑国钧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699 刘晓洁 制药工程 梁浩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01 傅梦辰 生物工程 申春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03 王旭 生物工程 董益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12 潘家东 生物工程 喻长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19 王泽霖 生物工程 王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23 田超 生物工程 田平芳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26 熊雪阳 生物工程 喻长远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32 贺壮壮 生物工程 谭天伟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36 闫茵 生物工程 张栩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37 王迁 生物工程 张栩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38 张亚辉 生物工程 吕永琴 2022年第一批次
2019210741 覃小艳 生物工程 许立达 2022年第一批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