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姓名 性别 专业 校区
1 文学院 王怡敏 女 汉语言文学 榆中校区
2 文学院 陈宇婷 女 汉语国际教育 城关校区
3 新闻与传播学院 于晨 女 广告学 榆中校区
4 新闻与传播学院 董沈涛 男 新闻与传播学类 榆中校区
5 新闻与传播学院 裴孔君 女 广播电视学 榆中校区
6 新闻与传播学院 董德华 男 网络与新媒体 榆中校区
7 历史文化学院 柯倩倩 女 世界史 榆中校区
8 哲学社会学院 李丽萍 女 哲学 城关校区
9 哲学社会学院 王婷婷 女 社会工作 城关校区
10 哲学社会学院 孙嘉伟 男 社会学 城关校区
11 外国语学院 赵丽霏 女 俄语 榆中校区
12 外国语学院 王向荣 女 英语 榆中校区
13 外国语学院 黎志琴 女 英语 榆中校区
14 外国语学院 杨娜 女 法语 榆中校区
15 外国语学院 朱敏君 女 俄语 榆中校区
16 法学院 刘璐莹 女 法学 榆中校区
17 法学院 杨炳南 女 法学 榆中校区
18 法学院 鲍国玉 男 知识产权 榆中校区
19 法学院 马威 男 法学 城关校区
20 经济学院 马文俊 男 经济学基地班 榆中校区
21 经济学院 芦欢 女 经济学 榆中校区
22 经济学院 巴桑拉姆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榆中校区
23 经济学院 马晓语 女 金融专业 榆中校区
24 经济学院 曾昊 男 区域经济学 城关校区
25 经济学院 张珍芳 女 金融 城关校区
26 经济学院 冯敏 女 区域经济学 城关校区
27 管理学院 柯璠 女 人力资源管理 榆中校区
28 管理学院 王璠 女 管理学基地班 榆中校区
29 管理学院 陈虹钰 女 ACCA方向班 榆中校区
30 管理学院 李金泽 男 行政管理（政府绩效） 榆中校区
31 管理学院 徐翔宇 男 行政管理 城关校区
32 管理学院 汪左峻铭 男 会计 城关校区
33 管理学院 石栋 男 企业管理 城关校区
34 艺术学院 徐倩倩 女 艺术设计 城关校区
35 艺术学院 张小怡 女 音乐 城关校区
36 艺术学院 李权洪 男 环境设计 榆中校区
37 艺术学院 赵卓雅 女 音乐表演 榆中校区
38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刘亚 女 国际政治 榆中校区
39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李秀林 男 国际政治 榆中校区
40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陈科睿 男 国际政治 城关校区
41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郑志豪 男 国际政治 榆中校区
42 大气科学学院 严子婧 女 大气科学类 榆中校区
43 大气科学学院 迪里努尔·牙生 女 大气科学 榆中校区
44 大气科学学院 马明月 女 应用气象学 城关校区
45 大气科学学院 秦闯 男 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 城关校区
46 大气科学学院 王志文 男 大气科学类 榆中校区
47 数学与统计学院 马丁士博 男 应用统计 城关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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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数学与统计学院 付莹 女 数学类 榆中校区
49 数学与统计学院 穆朝荟 女 数学与应用数学 榆中校区
50 数学与统计学院 杨富莲 女 数学类 榆中校区
51 数学与统计学院 罗一鸣 女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城关校区
5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崔子婧 女 电子与通信工程 城关校区
53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宏霞 女 计算机 城关校区
5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杜招 男 电子商务 榆中校区
55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怡杉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榆中校区
56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春枭 男 通信工程 榆中校区
57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烨铭 男 通信工程 榆中校区
58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孙钰湧 男 电子商务 榆中校区
59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谈学峰 男 物理学 榆中校区
6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谷艳 女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榆中校区
61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牛建强 男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榆中校区
62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米军建 男 物理学 榆中校区
63 化学化工学院 王建华 男 化学 榆中校区
64 化学化工学院 冶彩红 女 化学 榆中校区
65 化学化工学院 罗雪丽 女 化学 榆中校区
66 化学化工学院 高堆 男 应用化学 榆中校区
67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姝婷 女 原子核物理 榆中校区
68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震远 男 放射化学 榆中校区
69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沙雷涛 男 核化工与核燃料 榆中校区
70 生命科学学院 徐晓宇 男 生态学 城关校区
71 生命科学学院 周东 男 生态学 城关校区
72 生命科学学院 刚舒 女 生态学 城关校区
73 生命科学学院 何鹏 男 动物学 城关校区
74 生命科学学院 宋甜儿 女 生态学 城关校区
75 资源环境学院 侯超 男 环境工程 城关校区
76 资源环境学院 高磊 男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榆中校区
77 资源环境学院 黄正斌 男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榆中校区
78 资源环境学院 李梦倩 女 环境科学 城关校区
79 资源环境学院 秦梦宇 女 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城关校区
80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安昊云 女 农业管理 城关校区
81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王超 男 农林经济管理 榆中校区
82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陈菊兰 女 农林经济管理 榆中校区
83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王萌榛 女 草业科学 榆中校区
84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林子茹 女 草业科学 榆中校区
85 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王梦蕾 女 农业管理 城关校区
86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侯志春 男 工程力学 城关校区
87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宋涛 男 土木工程 榆中校区
88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李佳森 男 地质工程 榆中校区
89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马云 男 地质学 榆中校区
90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张瑜 女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城关校区
91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陈慧 女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 城关校区
92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龚强强 男 地质学（资源勘查工程方向）榆中校区
93 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 樊金雷 男 地质学 榆中校区
94 第一临床医学院 袁红燕 女 临床医学 城关校区
95 第一临床医学院 王京 男 临床医学 城关校区
96 第一临床医学院 郭献政 男 临床医学 城关校区
97 第一临床医学院 易昌盛 男 胸心外科学 城关校区



98 药学院 李铁鹏 男 药学 城关校区
99 第二临床医学院 王旭 男 心胸外科 城关校区
100 第二临床医学院 张凡 男 外科学 城关校区
101 护理学院 雷晶晶 女 护理学 城关校区
102 护理学院 王军伟 男 护理学 城关校区
103 护理学院 舒璐 女 护理学 城关校区
104 护理学院 史纪元 男 护理学 城关校区
105 护理学院 廖娟 女 护理学 城关校区
106 生命科学学院 陈家廷 男 生物技术 榆中校区
107 生命科学学院 高倩 女 生物技术 榆中校区
108 生命科学学院 如克亚木 女 生态学 榆中校区
109 生命科学学院 韦英文 女 生物科学 榆中校区
110 高等教育研究院 徐起 男 高等教育学 城关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