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复试结果

考生编号 姓名 拟录取专业 研究方向 攻读方式
材料审
核分数

复试成
绩

初复总
分

录取结果
学位类

型
单位 备注

102471100000449 叶涛华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67 254.5 321.5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40 郅朋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66 253.2 319.2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06 吕贤瑞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67 245.3 312.3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05 冯威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5 265.0 310.0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25 代春雪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68 240.5 308.5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20 陆军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2 255.8 307.8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51 王振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62 245.8 307.8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387 左国稷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7 248.5 295.5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30 林仁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1 243.7 294.7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省部共建

102471100000427 彭仁竹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5 246.0 291.0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00 王梦洁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4 246.2 290.2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397 李远目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2 246.7 288.7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386 戚洪辉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3 235.0 288.0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61 宗成才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8 226.0 284.0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394 付海燕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87 196.2 283.2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392 尹从儒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8 242.5 280.5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634 姚志伟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62 218.3 280.3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34 曹城城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9 226.7 275.7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29 沈剑羽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6 218.5 274.5 拟录取 工学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52 张扬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2 218.5 270.5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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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446 张晗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1 218.6 269.6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31 杨永辉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64 202.8 266.8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33 郑泽军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9 235.8 264.8 不录取 建筑工程系 放弃

102471100000391 赵翊舟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0 222.0 262.0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59 姬宸源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2 226.0 258.0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15 周靖轩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8 209.2 257.2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16 薛亮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6 223.5 249.5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03 邓俊杰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5 210.9 245.9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17 胡萌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0 205.7 245.7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41 徐祥智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6 218.6 244.6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86 杨恒 土木工程信息技术 全日制 36 203.2 239.2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41 赵宁 土木工程施工 全日制 51 188.0 239.0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42 武慧藏 土木工程施工 全日制 36 202.8 238.8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44 刘金杉 土木工程施工 全日制 25 213.5 238.5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39 易艳青 土木工程施工 全日制 28 207.0 235.0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37 张玺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1 190.0 231.0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45 王政 土木工程施工 全日制 27 197.7 224.7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89 贾力 土木工程信息技术 全日制 45 178.2 223.2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47 庞士云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6 194.5 220.5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35 肖逸鹏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8 190.5 218.5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399 王明珏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9 187.0 216.0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423 韩天昊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0 185.7 215.7 待定 建筑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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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419 赫约西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8 185.9 213.9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543 郭钧健 土木工程施工 全日制 37 140.0 177.0 不录取 建筑工程系 复试成绩不及格

102471100000630 孙启刚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100 160.1 260.1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22 欧加加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75.5 158.5 234.0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49 亓立刚 土木水利 土木工程施工 非全日制 100 133.9 233.9 拟录取 工程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32 陈云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100 130.5 230.5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27 周金将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48 165.7 213.7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28 樊烽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65 148.0 213.0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26 王红军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78 131.0 209.0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31 颜阳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37 152.1 189.1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25 商登峰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42 142.7 184.7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33 江帆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32 143.6 175.6 待定 建筑工程系

102471100000623 李晓伟 结构工程 非全日制 43 116.4 159.4 不录取 建筑工程系 复试成绩不及格

102471100000355 乔雅晴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67 241.0 308.0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43 张锦涌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76 231.5 307.5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放弃

102471100000363 牛九格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67 228.6 295.6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358 方金城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56 235.1 291.1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46 褚忠昊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59 232.0 291.0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36 雷浩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54 229.6 283.6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人工智能专项

102471100000369 张纪蒙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46 234.9 280.9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放弃

102471100000375 聂莹慧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45 235.1 280.1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57 石福江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8 233.0 271.0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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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333 任科达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48 221.7 269.7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放弃

102471100000354 杨宏伟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45 223.9 268.9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76 王顺苇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8 227.0 265.0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51 琚锦水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3 231.6 264.6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342 杨昱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3 230.9 263.9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328 史文杰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全日制 45 218.2 263.2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81 王旭超 土木工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43 220.1 263.1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联合国学院名额，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337 陈博文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7 220.9 257.9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64 徐杨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7 219.3 256.3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30 薛钦培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5 220.6 255.6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77 徐传永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1 220.5 251.5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不服从调剂

102471100000340 刘正好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9 212.1 251.1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67 蔺文龙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0 216.0 246.0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61 卢明皎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3 212.8 245.8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65 邝贺伟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2 213.1 245.1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62 林哲鑫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0 214.2 244.2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73 刘伟军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3 206.6 239.6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29 李伟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0 209.3 239.3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39 王鑫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0 206.4 236.4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72 蒋成 岩土工程 全日制 40 194.6 234.6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352 廖泽锋 岩土工程 全日制 32 202.4 234.4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19 王鲁杰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非全日制 77 183.9 260.9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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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618 杨俊毅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非全日制 42 178.3 220.3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16 刘发辉 岩土工程 非全日制 54 165.5 219.5 不录取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20 郭星宇 土木水利 岩土工程 非全日制 57 180.6 237.6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51 秦楠 土木工程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85 270.4 355.4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60 高一民 土木工程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63 275.4 338.4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556 张子筠 土木工程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52 277.6 329.6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80 李思明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57 268.4 325.4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50 谢家冲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6 285.8 321.8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82 周烨璐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8 276.9 314.9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人工智能专项

102471100000656 李振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52 259.4 311.4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58 胡晓锟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41 269.9 310.9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79 叶振威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8 272.5 310.5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65 李雪锋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65 243.5 308.5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64 朱锐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40 267.0 307.0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59 于同生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44 258.5 302.5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52 李康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8 257.7 295.7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53 郭晓阳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0 262.8 292.8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63 余欢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1 255.6 286.6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77 庞红军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7 247.0 284.0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68 王晨玮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全日制 38 245.5 283.5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61 伍劼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非全日制 100 177.0 277.0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53 谢小林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非全日制 100 177.0 277.0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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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652 杨秀军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非全日制 100 171.3 271.3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63 张亚洲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非全日制 83 177.0 260.0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54 丁洁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非全日制 72 185.2 257.2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55 杨同军 土木水利 隧道及地下建筑工程 非全日制 56 165.4 221.4 待定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02 刘蓓蕾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质工程 全日制 45 264.1 309.1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601 夏成志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质工程 全日制 45 250.1 295.1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06 李泽垚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质工程 全日制 36 259.1 295.1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612 黄锐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全日制 48 231.3 279.3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04 曹安生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质工程 全日制 37 241.4 278.4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07 李赛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地质工程 全日制 22 247.1 269.1 拟录取 工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97 周林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全日制 30 235.3 265.3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15 胡宇翔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全日制 27 231.1 258.1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10 张威龙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全日制 31 187.6 218.6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69 赵紫阳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非全日制 95.5 171.7 267.2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71 李煜峰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非全日制 64 177.4 241.4 待定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670 刘绮华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非全日制 38 163.0 201.0 待定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102471100000555 乔楠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全日制 31 248.5 279.5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调剂

102471100000572 邵长跃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全日制 31 242.0 273.0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调剂

102471100000559 戴文杰 土木水利 地质工程领域 全日制 35 252.1 287.1 拟录取 工程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调剂

102471100000483 熊冰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64 257.7 321.7 拟录取 工学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63 陈梦梦 土木水利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63 254.2 317.2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69 李颖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64 248.6 312.6 拟录取 工学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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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489 贾鹏程 土木水利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42 262.8 304.8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68 廖洋洋 土木水利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63 237.5 300.5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72 杨霞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53 244.3 297.3 拟录取 工学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78 王明阳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42 251.9 293.9 拟录取 工学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人工智能专项

102471100000479 徐冉 土木水利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49 243.8 292.8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联合培养

102471100000484 孙祥涛 土木水利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42 250.3 292.3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88 廖聪 土木水利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40 250.3 290.3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联合培养

102471100000464 白鸿昊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54 232.4 286.4 拟录取 工学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人工智能专项

102471100000636 陈公轻 土木工程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67 213.3 280.3 拟录取 工学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65 李杨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47 233.0 280.0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74 苏展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 全日制 41 230.9 271.9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10 周梦瑶 土木工程 结构工程 全日制 81 250.6 331.6 拟录取 工学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50 吴迪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58 267.4 325.4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48 刘韬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7 257.6 304.6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38 卜凡夫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5 259.1 304.1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393 薛斌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9 240.2 289.2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35 丁叶蔚 土木水利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4 239.9 283.9 拟录取 工程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联合培养

102471100000404 黄咏琪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8 242.3 280.3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14 姚显花 结构工程 全日制 26 252.1 278.1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28 谢忠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7 239.1 276.1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18 丁杰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8 237.2 275.2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398 程炫豪 结构工程 全日制 42 231.5 273.5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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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456 张睿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1 234.5 265.5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442 崔文彬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4 224.4 258.4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621 王佳宁 结构工程 全日制 37 217.4 254.4 待定 结构防灾减灾工程系

102471100000522 端木祥永 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66 258.6 324.6 拟录取 工学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15 贺金海 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63 249.4 312.4 拟录取 工学 桥梁工程系 人工智能专项

102471100000519 李文俊 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78 231.2 309.2 拟录取 工学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27 俞承序 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54 250.0 304.0 拟录取 工学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12 曾鲁闽 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52 242.2 294.2 拟录取 工学 桥梁工程系 人工智能专项

102471100000516 胡松明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38 251.0 289.0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493 江林伟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51 234.4 285.4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496 覃弋放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41 242.1 283.1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36 林阳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44 238.3 282.3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00 赵骏铭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33 245.4 278.4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32 王鹏蛟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44 230.6 274.6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02 陈渝鹏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39 234.9 273.9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09 楚亚杰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40 228.9 268.9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10 贾铖修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46 218.4 264.4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25 刘周强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30 234.3 264.3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06 孙智韬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7 235.2 262.2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497 康玉峰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7 233.5 260.5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29 李长钊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8 231.8 259.8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28 刘文勃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7 230.6 257.6 待定 桥梁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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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1100000513 叶柏兴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43 213.2 256.2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31 陈宇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9 206.0 235.0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47 董旭 土木工程 结构风工程 全日制 55 265.0 320.0 拟录取 工学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48 段汝彪 结构风工程 全日制 36 271.2 307.2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46 沈晓敏 结构风工程 全日制 29 251.6 280.6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638 李文豪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51 254.0 305.0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34 吕志林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9 246.9 275.9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38 刘冰飞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5 239.6 264.6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26 辛佳宸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35 225.6 260.6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494 李博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26 232.8 258.8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508 江祖慊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59 230.5 289.5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调剂，科研经费

102471100000642 何天涛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非全日制 100 155.1 255.1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641 徐军 土木水利 桥梁与隧道工程 非全日制 58 176.0 234.0 拟录取 工程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646 裴辉腾 桥梁与隧道工程 非全日制 67 155.5 222.5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647 魏明光 桥梁与隧道工程 非全日制 50 161.7 211.7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643 齐林 桥梁与隧道工程 非全日制 35.5 164.2 199.7 待定 桥梁工程系

102471100000592 许旭兵 土木工程 港口、海岸与防洪工程 全日制 35 269.5 304.5 拟录取 工学 水利工程系

102471100000590 范家栋 土木水利 港口、海岸与防洪工程 全日制 33 268 301 拟录取 工程 水利工程系

102471100000591 陆帅帅 土木水利 港口、海岸与防洪工程 全日制 30 258 288 拟录取 工程 水利工程系

102471100000596 杨中元 土木水利 港口、海岸与防洪工程 全日制 25 261.25 286.25 拟录取 工程 水利工程系

102471100000595 刘智慧 港口、海岸与防洪工程 全日制 27 231 258 不录取 水利工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