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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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001176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黄保英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2 1801001153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江坤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3 1801001171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石先颖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4 1801001131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张志成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5 1801001123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肖强明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6 1801001167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张梁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7 180100113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李世超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8 1801001108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彭淼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9 1801001155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周嘉伟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10 1801001157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苏敏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11 1801001154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罗波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12 1801001158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刘贻源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13 1801001134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高翔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14 1801001116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何群山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15 1801001168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蒋定心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16 1801001172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姚小曦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17 1801001143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朱燕梅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18 180100116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杨俊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19 1801001109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马澳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20 1801001163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朱津佑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21 1801001151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周敏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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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80100114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李燕婷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23 1801001164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刘淇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24 1801001144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李伟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25 1801001127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于托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26 1801001174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谢彪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27 1801000001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李涛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28 1801001156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邹自储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29 180100111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孔杜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30 1801001132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龙涌泉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31 1801001141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刘理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32 1801001125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万骁华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33 180100112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刘思遥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34 1801001135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李可馨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35 1801001152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李鹏程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36 1801001128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李千龙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37 1801001149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朱胜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38 1801001121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贺慧娟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39 1801001122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吴川楠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40 1801001124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苏捷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41 1801001133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郭剑玄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42 180100117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彭迪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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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801001136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柏宏坤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44 1801001178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向伟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45 1801001173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吴沛荣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46 1801001150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曾鑫磊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47 1801001113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暨超群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48 1801001165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曹楚旭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49 1801001169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黄智康 第六组 王芙蓉 王兰、江雄、刘戎韬、陈哲 5.8 A102 王兰

50 1801001137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石湘健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51 1801001126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李忠祥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52 1801001139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田月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53 1801001146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任捷宇 第四组 王芙蓉 郭剑、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2 龚琰

54 1801001117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蒋加辉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55 1801001145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唐创 第三组 王芙蓉 陈哲、江雄、王兰、龚琰 5.8 A101 陈哲

56 1801001175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谭赛 第五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王兰、郭剑 5.8 A102 王芙蓉

57 1801001129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熊陈龙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刘戎韬

58 1801001142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2班 黄辉 第二组 王芙蓉 冯李、刘戎韬、江雄 5.8 A101 冯李

59 1801001138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1801班 王鑫 第一组 王芙蓉 江雄、陈哲、冯李、刘戎韬 5.8 A101 江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