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班级 学生姓名 答辩分组 答辩组组长 答辩组成员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备注

1 1801000742 焊接1801班 饶亮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 1801000757 焊接1801班 李皓东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 1801000760 焊接1801班 刘坤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4 1801000750 焊接1801班 龙禹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5 1801000756 焊接1801班 李琼宇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6 1801000768 焊接1801班 隆鑫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7 1801000771 焊接1801班 李勇霖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8 1801000762 焊接1801班 左慧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9 1701020135 焊接1701班 刘泽旭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0 1801000770 焊接1801班 曾海林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1 1801000748 焊接1801班 唐梁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2 1801000735 焊接1801班 杨泽峰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3 1801000758 焊接1801班 李涛东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4 1801000749 焊接1801班 黄炜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5 1801000744 焊接1801班 龙志福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6 1801000740 焊接1801班 杨稳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7 1801000751 焊接1801班 李洪锟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8 1801000745 焊接1801班 黄宜辉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19 1801000764 焊接1801班 黄威豪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0 1801000755 焊接1801班 郭炎坤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1 1801000747 焊接1801班 刘黠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专业：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填表人：    侯延斌                填表日期：   2021.04.30

5月6日下午2点-5点30

5月7日下午2点-5点30

5月9日晚上7点-10点30



序号 学号 班级 学生姓名 答辩分组 答辩组组长 答辩组成员 答辩时间 答辩地点 备注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专业：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填表人：    侯延斌                填表日期：   2021.04.30

22 1801000753 焊接1801班 李东林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3 1801000761 焊接1801班 李建辉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4 1801000738 焊接1701班 钟齐民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5 1801000763 焊接1801班 谭显杨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6 1801000741 焊接1801班 廖翼泽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7 1801000766 焊接1801班 袁靖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8 1801000737 焊接1801班 陈芳林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29 1801000743 焊接1801班 文鑫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0 1801000769 焊接1801班 石献鹏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1 1801000767 焊接1801班 罗洋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2 1801000736 焊接1801班 范杰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3 1801000752 焊接1801班 吴天柱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4 1701020114 焊接1801班 钟杰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5 1801000746 焊接1801班 蒋炜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5月14日上午10点-11点 视频答辩

36 1801000739 焊接1801班 付湘雄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37 1801000765 焊接1801班 吴鹏 1 侯延斌 黄寅明、宋金泉 视频答辩

5月10日晚上7点-10点30

5月12日晚上7点-10点30

5月22日晚上晚上7点-8点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