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入专业 转出专业

1 1924131132 黄雪莉 会计学(全英文教学) 金融学(全英文教学)

2 1929111016 王婉怡 会计学(全英文教学) 国际商务(全英文教学)

3 1916131021 江曦 金融学(全英文教学) 会计学(全英文教学)

4 1916411016 黄瑶 社会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 1919111025 沈嘉馨 哲学 英语

6 1919122011 王云鹏 哲学 翻译

7 1922113010 郭馨予 国际经济与贸易 土地资源管理

8 1914152002 陈旭 国际经济与贸易 应用化学(拔尖人才试点班)

9 1916102020 刘辰旭 金融学 物流管理

10 1924102044 张心颖 金融学 经济学

11 1924107035 余洁珵 金融学 经济学

12 1924102003 陈可昕 金融学 经济学

13 1924101026 唐雨琪 金融学 经济学

14 1924102002 查宛吟 金融学 经济学

15 1923102063 朱云帆 金融学 会展经济与管理

16 1916107031 宋怡璇 金融学 工商管理

17 1924106055 谢佩珊 金融学 电子商务

18 1922114017 李艺琳 经济学 行政管理

19 1914141031 朱雯绣 经济学 功能材料

20 1926203028 魏丹 经济学 制药工程

21 1923101045 肖嘉明 经济学 旅游管理

22 1911112014 李治杰 经济学 机械工程

23 1911141045 朱雁彬 经济学 车辆工程

24 1912101011 郭中佳 经济学 工程管理

25 1918103003 陈一平 法学 新闻学

26 1918201049 赵琦 法学 汉语言文学

27 1919211015 黄乐天 法学 日语

28 1924311008 董子仪 法学 金融学

29 1916109036 张芷铨 法学 人力资源管理

30 1998111028 王培肖 法学 汉语国际教育

31 1918201030 孟浩楠 法学 汉语言文学

32 1918201048 张语桐 法学 汉语言文学

33 1922113022 林晨婧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行政管理

34 1923102038 全诗滢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旅游管理

35 1922113042 吴华林 汉语言文学 土地资源管理

36 1995111045 吴品垚 汉语言文学 信息工程

37 1916411059 周博元 汉语言文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38 1998112009 冯宇曦 汉语言文学 汉语国际教育

39 1927101006 高淑洁 汉语言文学 社会学

40 1919112005 黄文星 汉语言文学 英语

41 1916106039 张文 汉语言文学 市场营销

42 1923211006 黄翠玉 应用语言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43 1924311013 李瑾玉 应用语言学 金融学

44 1924107037 张玉华 应用语言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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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入专业 转出专业

45 1911212007 黄栋樑 翻译 测控技术与仪器

46 1919112007 李京桦 翻译 英语

47 1935111001 蔡若琳 翻译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48 1924102027 聂宇航 日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

49 1919112038 郭玉霖 日语 英语

50 1916107008 邓玥 日语 市场营销

51 1916141032 唐晓希 英语 会计学

52 1916101022 刘宇腾 英语 市场营销

53 1916103061 陈浩 英语 工商管理

54 1911115019 林淑燕 英语 机械工程

55 1922112017 李欣桐 英语 行政管理

56 1924105040 徐瑾 英语 经济学

57 1925105024 谢浩贤 广播电视学 数字媒体技术

58 1919113012 王冠宇 广播电视学 英语

59 1916106059 邢福开 广播电视学 市场营销

60 1918201027 林芸 广播电视学 汉语言文学

61 1916109067 彭墨翰 广播电视学 市场营销

62 1927101007 关宸瑜 广播电视学 社会学

63 1916109049 林艺坤 广播电视学 物流管理

64 1998111006 陈子昂 广播电视学 汉语国际教育

65 1925105043 艾镁 广播电视学 数字媒体技术

66 1926312012 李佳颖 广告学 生物工程

67 1916107017 李林锴 广告学 工商管理

68 1916141075 林佳珍 广告学 会计学

69 1918203055 周雅惠 广告学 应用语言学

70 1924311019 林浚昕 新闻学 金融学

71 1925104006 陈雅琪 新闻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2 1912101039 郑策 新闻学 工程管理

73 1995111013 黄思雨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工程

74 1923102024 李依伦 数学与应用数学 酒店管理

75 1911311017 邬裕鹏 数学与应用数学 工业设计

76 1911141005 陈尹茜 信息与计算科学 车辆工程

77 1916108023 司慧敏 统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

78 1995121012 何琳 统计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9 1934111001 陈程辉 测控技术与仪器 药学

80 1916106022 刘航 测控技术与仪器 物流管理

81 1911116015 李坤杰 车辆工程 机械工程

82 1911115011 郭子涵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83 1926402023 庞浩歌 工业设计 环境工程

84 1911141019 李新天 工业设计 车辆工程

85 1911111025 吴林珊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86 1911113015 兰勇涛 工业设计 机械工程

87 1935111014 苏毅君 机械工程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88 1935111013 宋艺茹 机械工程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89 1922111016 林禹辰 机械工程 土地资源管理

90 1915101035 莘汶楠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通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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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入专业 转出专业

91 1936111014 林乐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统计学

92 1914152001 陈美隽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应用化学(拔尖人才试点班)

93 1916103003 陈卫鸿 电子科学与技术 物流管理

94 1922114003 陈沫含 电子信息工程 行政管理

95 1914152017 李子涵 电子信息工程 应用化学(拔尖人才试点班)

96 1912101002 曹宇泉 电子信息工程 土木工程

97 1914121004 董志源 电子信息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拔尖人才试点班)

98 1913112003 戴华臻 电子信息工程 建筑学

99 1912102001 鲍劲松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 土木工程

100 1924105013 高翔 通信工程 经济学

101 1914141015 孙溪 自动化 功能材料

102 1911116025 田济铭 自动化 机械工程

103 1926402011 胡欣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环境工程

104 1995131020 李兆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105 1922114007 窦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行政管理

106 1915103013 林恭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电子信息工程

107 1914152005 程森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应用化学(拔尖人才试点班)

108 1995121030 苏亚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109 1926312038 许正炯 软件工程 生物工程

110 1925105045 曹承安 软件工程 信息安全

111 1925105048 洪鸿滨 软件工程 信息安全

112 1995111036 田原 软件工程 信息工程

113 1911113020 李欣钰 软件工程 机械工程

114 1911112005 陈英奇 软件工程 机械工程

115 1915103032 杨建华 软件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116 1912106021 宁乐天 软件工程 土木工程

117 1926313031 曾涛 软件工程 生物工程

118 1911311015 王鹏 软件工程 工业设计

119 1922114028 罗小娜 软件工程 土地资源管理

120 1925123011 林韦辰 数字媒体技术 软件工程

121 1924104016 李丹 数字媒体技术 经济学

122 1926311019 吴泽阳 数字媒体技术 生物工程

123 1911112034 叶佳伟 信息安全 机械工程

124 1916109027 王杰 信息安全 物流管理

125 1914111029 余皇成 土木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126 1916103065 吴伟立 土木工程 市场营销

127 1916105025 肖雨婷 制药工程 人力资源管理

128 1911114014 林沈怡琴 风景园林 机械工程

129 1934111011 刘星雨 风景园林 药学

130 1911114022 王玲漫 风景园林 机械工程

131 1913131005 黄艺涵 建筑学 风景园林

132 1913131031 郑静 建筑学 风景园林

133 1913121016 李凌飞 建筑学 城乡规划

134 1912101028 吴梦婷 建筑学 土木工程

135 1919113011 滕滨瑶 建筑学 英语

136 1912102018 李佳轩 建筑学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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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入专业 转出专业

137 1912102022 林泷波 建筑学 土木工程

138 1915101013 柯润泽 建筑学 通信工程

139 1995111044 魏来 建筑学 信息工程

140 1911116013 纪贤志 物联网工程 机械工程

141 1922113004 陈新宇 物联网工程 土地资源管理

142 1916109046 梁俊堯 临床医学 物流管理

143 1919122014 杨姝萍 临床医学 翻译

144 1913111016 刘伊祁 临床医学 建筑学

145 1923211036 许婧雯 临床医学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146 1911113018 李可昕 临床医学 机械工程

147 1925101004 邓锦慧 临床医学 信息安全

148 1934112027 翟宴锐 临床医学 药学

149 1934112014 李亚文 临床医学 药学

150 1934111027 张俊浩 临床医学 药学

151 1926313011 郭赛雅 药学 生物工程

152 1916104016 刘洁 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153 1916106035 徐静妍 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154 1922114042 熊之欢 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

155 1922112044 张贻凛 工商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156 1922111034 辛晓静 工商管理 行政管理

157 1918203059 黃詠妍 会计学 应用语言学

158 1918203069 朱海燕 会计学 应用语言学

159 1924104054 王炳旭 会计学 经济学

160 1916107021 李卓澔 会计学 工商管理

161 1922113039 王开怡 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162 1916141029 孙娜 人力资源管理 会计学

163 1922111035 杨婧怡 人力资源管理 行政管理

164 1916141085 王淑酉 市场营销 会计学

165 1916121009 陈鑫月 市场营销 财务管理

166 1916102037 岳畅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物流管理

167 1934112021 王杰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药学

168 1934111007 劳有湘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药学

169 1995111020 李雯欣 土地资源管理 信息工程

170 1934111017 王微 土地资源管理 药学

171 1914152026 王朔 酒店管理 应用化学(拔尖人才试点班)

172 1918201043 曾颖然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汉语言文学

173 1920106006 李丹妮 绘画 视觉传达设计

174 1920104002 李杭宁 绘画 产品设计

175 1920202011 杨美佳 视觉传达设计 绘画

176 1920203013 余欢 视觉传达设计 绘画

177 1920202008 童诗雨 视觉传达设计 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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