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录取通知
书序号

学院 姓名 领取地点

15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 李国荣 磬苑校区
30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张世伟 磬苑校区
31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从阔晨 磬苑校区
43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赖政远 磬苑校区
199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耿文科 磬苑校区
210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文一 磬苑校区
211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张纪轩 磬苑校区
21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何燕华 磬苑校区
213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杨知博 磬苑校区
214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曹凯 磬苑校区
215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杨智斌 磬苑校区
170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韩厚宏 磬苑校区
171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黄思威 磬苑校区
34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张勇康 磬苑校区
35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陈支峰 磬苑校区
36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童玲 磬苑校区
84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赵建强 磬苑校区
85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唐正伟 磬苑校区
86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饶宇 磬苑校区
39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宁婉 磬苑校区
8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宋扬 磬苑校区
40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程学斌 磬苑校区
88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胡康 磬苑校区
41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王金卓 磬苑校区
3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王晓宇 磬苑校区
42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王斌雨 磬苑校区
145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丁伟 磬苑校区
17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张凌寒 磬苑校区
19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吴振兴 磬苑校区
240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崔琪 磬苑校区
157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贾天浩 磬苑校区
25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马学杨 磬苑校区
25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何子健 磬苑校区
49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朱名杰 磬苑校区
49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吕纪明 磬苑校区
33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汪聪 磬苑校区
49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航 磬苑校区
42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强 磬苑校区
49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刘筱彧 磬苑校区
35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施金鹏 磬苑校区
37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夏昌岳 磬苑校区
32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黄承沛 磬苑校区
39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紫翔 磬苑校区
35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叶若含 磬苑校区
37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康 磬苑校区
29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龚正 磬苑校区
31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姜云龙 磬苑校区
31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悦 磬苑校区
30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林泽远 磬苑校区
255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梁雨露 磬苑校区
33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印 磬苑校区
25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心怡 磬苑校区



25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汪寅聪 磬苑校区
33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陈文慧 磬苑校区
42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余子健 磬苑校区
340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陶在洋 磬苑校区
49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余耀辉 磬苑校区
34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傅枭鑫 磬苑校区
29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高东升 磬苑校区
371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申多 磬苑校区
29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徐昊翔 磬苑校区
34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金峣 磬苑校区
35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王钧毅 磬苑校区
376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如 磬苑校区
407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杜文天 磬苑校区
27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张柯柯 磬苑校区
36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陆风旭 磬苑校区
348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邓英剑 磬苑校区
292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李赟菲 磬苑校区
293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杨帅 龙河校区
319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赵靖雨 磬苑校区
609 法学院 纵志伟 磬苑校区
566 法学院 刘珂宜 磬苑校区
631 法学院 周佳奇 磬苑校区
633 法学院 倪瑞 磬苑校区
634 法学院 李雁翎 磬苑校区
731 法学院 黄琛琛 磬苑校区
732 法学院 朱玉雯 磬苑校区
560 法学院 田饶 磬苑校区
562 法学院 张溪溪 磬苑校区
911 管理学院 刘婉 磬苑校区
865 管理学院 李文文 磬苑校区
866 管理学院 洪雨欣 磬苑校区
867 管理学院 陈道 磬苑校区
952 管理学院 张子珺 磬苑校区
949 管理学院 焦扬 磬苑校区
950 管理学院 魏志杰 磬苑校区
951 管理学院 黄心怡 磬苑校区
854 管理学院 王一鸣 磬苑校区
855 管理学院 梁璐瑶 磬苑校区
858 管理学院 付万杰 磬苑校区
902 管理学院 黄秋晗 龙河校区
1179 互联网学院 陈奇志 龙河校区
1181 互联网学院 李高强 龙河校区
1169 互联网学院 方俊翔 磬苑校区
1150 互联网学院 张博文 磬苑校区
1151 互联网学院 张波 磬苑校区
1176 互联网学院 苏锐 磬苑校区
1177 互联网学院 张明年 磬苑校区
1178 互联网学院 王俊峰 磬苑校区
1180 互联网学院 左涛 磬苑校区
1167 互联网学院 孟浩 磬苑校区
1238 化学化工学院 赵奕恒 磬苑校区
1264 化学化工学院 庄家烙 磬苑校区
1265 化学化工学院 孙冉 磬苑校区
1239 化学化工学院 吴盼盼 磬苑校区



1222 化学化工学院 徐嘉伟 磬苑校区
1266 化学化工学院 王文翔 磬苑校区
1257 化学化工学院 潘亚丽 磬苑校区
1267 化学化工学院 葛自成 磬苑校区
1340 化学化工学院 赵金龙 磬苑校区
1295 化学化工学院 刘凯航 磬苑校区
1322 化学化工学院 夏威 磬苑校区
1333 化学化工学院 吴昊 磬苑校区
1329 化学化工学院 查俊威 磬苑校区
1325 化学化工学院 刁婧茹 磬苑校区
1326 化学化工学院 杨帆 磬苑校区
1324 化学化工学院 王维瑶 磬苑校区
1256 化学化工学院 赵明明 磬苑校区
15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吴智敏 磬苑校区
143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孙映 磬苑校区
143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夏新辰 磬苑校区
144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启鹏 磬苑校区
157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唐运 磬苑校区
157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津津 龙河校区
17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长军 磬苑校区
17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袁伟杰 磬苑校区
17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吴磊 磬苑校区
17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汪国皓 磬苑校区
14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松 磬苑校区
144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黄深远 磬苑校区
144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迎澳 磬苑校区
156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磊 磬苑校区
14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黄子凯 磬苑校区
144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芮文豪 磬苑校区
144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吴婕妤 磬苑校区
144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双庆 磬苑校区
158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朱佳聪 磬苑校区
144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马智祺 磬苑校区
157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秦超凡 磬苑校区
158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俊聪 磬苑校区
144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子天 磬苑校区
157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丁乐奇 磬苑校区
157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邵学涛 磬苑校区
158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汪鹏林 磬苑校区
157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毓 龙河校区
158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许佳豪 磬苑校区
156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孙鹏飞 磬苑校区
157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晓馨 磬苑校区
14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伍琦 龙河校区
14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谢旭 磬苑校区
14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汪盛 磬苑校区
14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欣颐 磬苑校区
14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崇浩 磬苑校区
14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费伟陈 磬苑校区
14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范渐臻 磬苑校区
14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涌 磬苑校区
1941 经济学院 李婧然 磬苑校区
1840 经济学院 张宇豪 磬苑校区
1758 经济学院 胡泊 磬苑校区



2019 经济学院 李玟 磬苑校区
2020 经济学院 崔丽雯 磬苑校区
2066 经济学院 曾晨 磬苑校区
2021 经济学院 夏宇祥 磬苑校区
1943 经济学院 齐先伟 磬苑校区
1944 经济学院 张闽临 磬苑校区
1936 经济学院 胡永乐 磬苑校区
1937 经济学院 康超 磬苑校区
1938 经济学院 王芮 磬苑校区
1939 经济学院 张莹莉 磬苑校区
1856 经济学院 周蝶 磬苑校区
1857 经济学院 邓兆菁 磬苑校区
1858 经济学院 李各各 磬苑校区
1859 经济学院 蔡玲玲 磬苑校区
1860 经济学院 邸伟杰 磬苑校区
1780 经济学院 王静怡 龙河校区
2013 经济学院 佘丽萍 磬苑校区
2322 商学院 宫瑞杰 磬苑校区
2375 商学院 邱广淑 磬苑校区
2376 商学院 张灵希 磬苑校区
2377 商学院 汪熠 磬苑校区
2378 商学院 汪文彬 磬苑校区
2379 商学院 梁梦 磬苑校区
2380 商学院 朱琪 磬苑校区
2373 商学院 石鑫 磬苑校区
2320 商学院 郭宗坤 磬苑校区
2628 社会与政治学院 孙莲 磬苑校区
2626 社会与政治学院 金炜祥 磬苑校区
2650 社会与政治学院 乔双平 磬苑校区
2627 社会与政治学院 鞠学一 磬苑校区
2653 社会与政治学院 张雨豪 磬苑校区
2651 社会与政治学院 江攀宇 磬苑校区
2652 社会与政治学院 格日勒 磬苑校区
2654 社会与政治学院 闻静 磬苑校区
2649 社会与政治学院 马浩文 磬苑校区
2697 社会与政治学院 李思园 磬苑校区
2907 数学科学学院 张远峰 磬苑校区
2908 数学科学学院 胡磊 磬苑校区
2948 数学科学学院 汪锋 磬苑校区
2909 数学科学学院 温玉泉 磬苑校区
2910 数学科学学院 张琦 磬苑校区
2911 数学科学学院 梅军强 磬苑校区
2912 数学科学学院 方正 磬苑校区
2946 数学科学学院 郑晓倩 磬苑校区
2947 数学科学学院 陆爻 磬苑校区
2901 数学科学学院 王旋 磬苑校区
2986 外语学院 吴瑞睿 磬苑校区
3004 外语学院 齐聪 磬苑校区
3005 外语学院 宋晨曦 磬苑校区
2170 联合培养（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段培杰 磬苑校区
2171 联合培养（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郭海洋 磬苑校区
2205 联合培养（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姜建波 磬苑校区
2200 联合培养（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黄梦雨 磬苑校区
2217 联合培养（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 潘凯 磬苑校区



2163 联合培养（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王子木 龙河校区
3149 文学院 孔瑜逸 磬苑校区
3150 文学院 姚茹茹 磬苑校区
3051 文学院 蒋珊 磬苑校区
3068 文学院 邵郑先 磬苑校区
3093 文学院 万圣雅 磬苑校区
3124 文学院 周江 磬苑校区
3127 文学院 徐晨 磬苑校区
3129 文学院 吴金娜 磬苑校区
3216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徐乐天 磬苑校区
3283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王志宇 磬苑校区
3275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汪周远航 磬苑校区
3219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吴兴科 磬苑校区
328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张明蔚 磬苑校区
3186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闫浩 磬苑校区
324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屠新波 磬苑校区
3242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陆龙玉 磬苑校区
3267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殷沪鑫 磬苑校区
3212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黄炜 磬苑校区
3213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任港 磬苑校区
3214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张强 磬苑校区
3215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周文 磬苑校区
3222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张健 磬苑校区
3217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胡俊 磬苑校区
3282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杨成辉 磬苑校区
3274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李鹤飞 磬苑校区
3218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高雅 磬苑校区
3284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赵斯阳 磬苑校区
3276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魏远 磬苑校区
3220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张耒 磬苑校区
3277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蒋强富 磬苑校区
3221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陈家铭 磬苑校区
3278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林子安 磬苑校区
3279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刘洋洲 磬苑校区
3281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付渝轩 磬苑校区
3187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黄煜 磬苑校区
3239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施翔 磬苑校区
3241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吴永健 磬苑校区
3243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叶有龙 磬苑校区
3244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朱勇 磬苑校区
3311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高玉龙 磬苑校区
3314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张越 磬苑校区
3185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胡郑飞 磬苑校区
3205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方玥 磬苑校区
3634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王子云 磬苑校区
3413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李亚繁 磬苑校区
3501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朱博豪 磬苑校区
3694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魏雷 磬苑校区
3695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王涛 磬苑校区
3696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王超 磬苑校区
3697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彭标 磬苑校区
3698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薛宇飞 磬苑校区
3699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陈庆武 磬苑校区
3498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谢乐乐 磬苑校区



3410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杨耀忠 磬苑校区
3652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杨永博 磬苑校区
3614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杨文博 磬苑校区
3402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徐振越 磬苑校区
3671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余承璋 磬苑校区
3451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李敏新 磬苑校区
3343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张梦蝶 磬苑校区
3658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俞承新 磬苑校区
3687 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 闵令云 磬苑校区
3896 新闻传播学院 徐玉玉 磬苑校区
3774 新闻传播学院 周阳 磬苑校区
3775 新闻传播学院 蔡亚岚 磬苑校区
3835 新闻传播学院 张佳丽 磬苑校区
3837 新闻传播学院 钱佩 磬苑校区
3838 新闻传播学院 何好 磬苑校区
3897 新闻传播学院 张婉婷 磬苑校区
3839 新闻传播学院 夏雪晴 磬苑校区
3840 新闻传播学院 杨明蕊 磬苑校区
3841 新闻传播学院 高扬 磬苑校区
3833 新闻传播学院 胡皓天 磬苑校区
3813 新闻传播学院 武晓萱 磬苑校区
3759 新闻传播学院 王慧 磬苑校区
3761 新闻传播学院 缪文静 磬苑校区
3763 新闻传播学院 刘程程 磬苑校区
3768 新闻传播学院 魏方方 磬苑校区
3769 新闻传播学院 查欣雨 磬苑校区
3915 艺术学院 王咏琪 磬苑校区
3919 艺术学院 何娜 磬苑校区
3935 艺术学院 刘水 磬苑校区
3938 艺术学院 徐娜 磬苑校区
3959 艺术学院 魏毅凡 磬苑校区
3961 艺术学院 胡馨雅 磬苑校区
3962 艺术学院 庞建波 磬苑校区
3963 艺术学院 孟敬雅 磬苑校区
3973 艺术学院 王珂 磬苑校区
4016 哲学学院 陆文莉 磬苑校区
3991 哲学学院 姚娴 磬苑校区
3999 哲学学院 李梓瞳 磬苑校区
3989 哲学学院 叶薇薇 磬苑校区
3990 哲学学院 井慧玲 磬苑校区
4072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王水晶 磬苑校区
407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倪仁杰 磬苑校区
4079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冯潞 磬苑校区
4068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陈亚鑫 磬苑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