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培养单位 基层单位 专业 入学年月

1 罗雨虹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017年9月

2 黄潇云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018年10月

3 袁乙平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农业 2017年9月

4 侯金豆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农业 2017年9月

5 徐影平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农业 2018年10月

6 王一峰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 车辆工程 2018年10月

7 上官晴天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7年9月

8 高岚琳 女 汉 西华大学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2017年9月

9 黄玥 女 汉 西华大学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2018年10月

10 刘茂吉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法学

院
法律（法学）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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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高森孟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设计学 2017年9月

12 蔡斌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2018年10月

13 孔令瑜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气工程 2017年09月

14 万东琴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信号与信息处理 2017年09月

15 刘丹丹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电气与电子信息学院 控制工程 2017年09月

16 万新月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7年9月

17 杨雅迪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2019年9月

18 王青芸 女 汉 西华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工作 2018年10月

19 陈聪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体育学院   工商管理 2017年9月

20 张美静 女 汉 西华大学 国际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工商管理 2019年9月

21 李娜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 2017年9月

22 王磊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2017年9月

23 张健 男 汉 西华大学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2017年9月

24 刘江涛 男 汉 西华大学 经济学院 应用经济学 2017年9月



25 张印 男 汉 西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017年9月

26 董雪莲 女 汉 西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017年9月

27 彭一峻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汽车与交通学院 车辆工程 2017年9月

28 楚云路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汽车与交通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

热物理
2017年9月

29 叶桃萍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理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7年9月

30 黄婷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理学院 应用数学 2017年9月

31 史宗阳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018年10月

32 魏瑶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017年9月

33 崔雁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017年9月

34 蔡丹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 2017年9月

35 周榆力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7年9月

36 黄帅 男 汉族 西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7年9月

37 张敏 女 汉 西华大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17年9月

38 骆俊男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2018年10月



39 王梦嘉 女 汉族 西华大学 应急学院 材料工程 201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