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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123160523 机电WZ1601班 钟诚诚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2 12123160548 机电WZ1601班 易嵘川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3 12123160717 机电WZ1601班 张新明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4 1801000783 机电1802班 贺文强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5 1801000802 机电1802班 胡志豪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6 1801000809 机电1802班 郑伊健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7 1801000814 机电1802班 谭学强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8 1801000826 机电1801班 周财栋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9 1801000845 机电1802班 姚坤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0 1801000849 机电1803班 李阳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1 1801000851 机电1802班 肖土硕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2 1801000856 机电1802班 唐勇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3 1801000861 机电1802班 邓中华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4 1801000870 机电1802班 董雨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5 1801000872 机电1803班 黄栗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6 1801000873 机电1803班 肖征海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17 1801000877 机电1803班 易初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8 1801000898 机电1803班 姚乾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19 1801000900 机电1803班 田杰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0 1801000920 机电1802班 何泰森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1 1801000926 机电1802班 胡嘉诚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2 1801000927 机电1802班 许子豪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3 1801000930 机电1802班 田梓宏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4 1801000932 机电1802班 罗杨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5 1801000790 机电1804班 王涛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26 1801000869 机电WZ1602班 王旭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7 12123160508 机电WZ1601班 杨钰聪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28 12123160611 机电WZ1602班 王龙彪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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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2123160620 机电WZ1602班 周旭龙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30 12123160622 机电WZ1602班 陈陶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31 12123160623 机电WZ1602班 陈坤焱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32 12123160624 机电WZ1602班 陈洁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33 12123160626 机电WZ1602班 黄攀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34 12123160628 机电WZ1602班 尹坤发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35 12123160629 机电WZ1602班 吴俊汐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36 12123160632 机电WZ1601班 赵光龙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37 12123160641 机电WZ1602班 谢雪洋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38 12123160703 机电WZ1601班 廖雨睿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39 12123160715 机电WZ1601班 蒋青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40 12123160720 机电WZ1601班 程佳政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41 12123160727 港机服务 周熙建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42 12123160729 机电WZ1601班 孟继权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43 12123160741 机电WZ1601班 欧阳德俊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44 12123160756 机电WZ1601班 李志安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45 12123160803 机电WZ1602班 汤双杰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46 12123160810 机电WZ1602班 邵永添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47 12123160811 机电WZ1602班 陈炜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48 12123160812 机电WZ1602班 戴辉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49 12123160814 机电WZ1602班 何金龙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50 12123160816 机电WZ1602班 李亮通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51 12123160838 机电WZ1602班 肖浩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52 12123160853 机电WZ1602班 沈艺鹏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53 12123160855 机电1804班 王旭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54 12123160859 机电WZ1602班 赵健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55 1801000799 机电1801班 赵国宇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56 1801000865 机电1804班 李竹峰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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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填表人：   盛安               填表日期：  2021年04月20日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57 1801001119 机电1801班 彭鹏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58 12123160550 石油装配 李晔伟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59 1801000889 机电1803班 彭新颖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60 1801000917 机电1803班 彭检成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61 12123160716 港机服务 郑博雄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62 1801000792 机电1801班 吴洋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63 1801000881 机电1803班 尹宏涛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64 1801000953 机电1802班 王佳兴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65 12123160522 黄埔装配 严璞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66 12123160538 机电WZ1601班 罗明旺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67 12123160561 黄埔装配 方如意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68 1801000894 机电1803班 赵文卓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69 12123160602 机电WZ1602班 贺忠锋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70 12123160847 机电WZ1602班 候泽霖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71 12123160846 机电WZ1602班 高成利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72 12123160817 机电WZ1602班 潘焱君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73 12123160850 机电WZ1602班 李政伟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74 12123160607 机电WZ1602班 李英杰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75 12123160612 机电WZ1602班 许宏明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76 12123160609 机电WZ1602班 欧任洲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77 12123160734 石油装配 史锦涛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78 1701100268 机电1703班 向荣欣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79 1701030158 罗志鹏 答辩一组 宁艳梅 邓姣、李缓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80 12123160526 机电WZ1601班 唐俊杰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81 12123160532 机电WZ1601班 何金亮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82 12123160533 机电WZ1601班 胡煜斌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83 12123160539 机电WZ1601班 欧阳光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84 12123160722 机电WZ1601班 杨宇浩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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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2123160728 机电WZ1601班 姜军南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86 1801000868 机电1802班 王新斌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87 1801000921 机电1802班 鲁锦超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88 1801000774 机电1804班 祝云朝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89 1801000781 机电1804班 彭涛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90 1801000829 机电1804班 王文林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91 1801000832 机电1804班 张海清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92 1801000833 机电1804班 曾凯杰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93 1801000835 机电1804班 邓摇星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94 1801000836 机电1804班 毛湘军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95 1801000837 机电1804班 陈铁龙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96 1801000846 机电1804班 李硕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97 1801000847 机电1804班 黄昊宇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98 1801000864 机电1804班 姚鹏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99 1801000867 机电1804班 邹鲁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00 1801000885 机电1804班 彭立名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01 1801000923 机电1804班 李文卓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02 1801000936 机电1804班 朱志宏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03 1801000937 机电1804班 田承文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04 1801000938 机电1804班 刘凯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05 1801000944 机电1804班 陈龙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06 1801000954 机电1804班 唐路松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107 1801000958 机电1804班 柏成鑫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08 1801000961 机电1804班 朱攀峰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109 12123160504 机电WZ1602班 熊亮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110 12123160507 机电WZ1601班 戴洛辉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111 12123160511 机电WZ1601班 龙鎔洲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112 12123160512 机电WZ1601班 李严浩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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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填表人：   盛安               填表日期：  2021年04月20日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毕业设计答辩工作安排表

113 12123160514 机电WZ1601班 熊东山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114 12123160516 机电WZ1601班 陈晟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15 12123160519 机电WZ1601班 段军维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16 12123160520 机电WZ1601班 吴佳敏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17 12123160521 机电WZ1601班 张国明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18 12123160529 机电WZ1601班 陈帆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19 12123160534 机电WZ1601班 李纪锋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20 12123160535 机电WZ1602班 梁勇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21 12123160540 机电WZ1601班 彭博惟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122 12123160541 机电WZ1601班 汤佳俊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23 12123160551 机电WZ1601班 欧阳鹏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124 12123160556 机电WZ1601班 周嘉祺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125 12123160557 机电WZ1601班 罗向康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126 12123160605 机电WZ1602班 李朝俊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127 12123160606 机电WZ1602班 李冠霖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128 12123160619 机电WZ1602班 李祖玉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129 12123160856 机电WZ1602班 徐畅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30 12123160857 机电WZ1602班 许泽彬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31 12123160858 机电WZ1602班 叶发林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32 12123160863 机电WZ1602班 何提高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33 1601020410 机电1801班 杨泽林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34 1701030328 机电1802班 周国栋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35 1801000773 机电1801班 甘沛东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36 1801000775 机电1801班 彭漫鑫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137 1801000786 机电1801班 陈增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38 1801000787 机电1801班 李翔鹏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139 1801000788 机电1801班 尹子洲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140 1801000789 机电1801班 李林峰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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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801000791 机电1801班 刘峰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142 1801000800 机电1801班 张佳林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143 1801000807 机电1801班 陈瑞玟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144 1801000808 机电1802班 曾浩洋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45 1801000811 机电1801班 蒋巍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46 1801000812 机电1801班 雷津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47 1801000815 机电1801班 肖浩然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48 1801000818 机电1801班 彭俊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49 1801000819 机电1801班 陈善良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50 1801000842 机电1801班 尹洁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51 12123160536 石油装配 廖宇霖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152 12123160813 机电WZ1601班 邓震宇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53 1801000901 机电1803班 李健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154 1801000904 机电1803班 郭泽邦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155 1801000946 机电1802班 张宇豪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156 12123160518 港机服务 杨家伟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157 12123160721 港机服务 彭杨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158 12123160726 港机服务 刘辛志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159 1801000780 机电1801班 廖欢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60 1801000803 机电1801班 龚浩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61 1801000897 机电1803班 王渊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62 1801000902 机电1803班 黄可星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63 1801000907 机电1803班 李俊豪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64 1801000910 机电1802班 李阳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65 1801000913 机电1803班 谢洪主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66 1801000943 易朝阳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167 1801000945 王雄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68 1801000952 机电1802班 朱曦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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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2123160510 黄埔装配 徐淮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170 12123160552 黄埔装配 杨青伦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171 12123160739 黄埔装配 彭长霸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172 12123160805 黄埔装配 李翊钢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173 1801000916 机电1803班 彭江华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174 1701030254 机电1702班 邓斐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75 12123160608 机电WZ1602班 林海滨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76 12123160625 机电WZ1602班 李紫豪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77 12123160820 机电WZ1602班 张嘉豪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78 12123160849 机电WZ1602班 雷嘉城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79 12123160615 机电WZ1602班 余赐安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80 12123160616 机电WZ1602班 袁超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81 12123160613 机电WZ1602班 杨皓喆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182 12123160610 机电WZ1602班 盛屹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83 1701030140 机电1701班 唐鸿乐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184 1701100268 机电1703班 夏祥智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185 1701030150 机电1701班 谢祥 答辩二组 盛安 李志攀、马建、邓志刚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186 12123160501 机电WZ1601班 柳江波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187 12123160524 机电WZ1601班 李国栋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188 12123160525 机电WZ1601班 钟晓辉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189 1801000854 机电1802班 李劲飞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190 1801000942 机电1802班 莫传伟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191 1801000947 机电1802班 王观涛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192 1801000948 机电1802班 陈盛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193 1801000951 机电1802班 袁孔全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194 1801000955 机电1802班 段锦鹏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195 1801000957 机电1802班 梁国军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196 1801000960 机电1802班 黄孜鹤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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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1801000962 机电1802班 李嘉强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198 1801000963 机电1802班 廖琪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199 1801000964 机电1802班 翟志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00 1801000778 机电1804班 王毅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01 1801000779 机电1804班 朱高广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02 1801000784 机电1804班 符震湘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03 1801000785 机电1804班 陈鹏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04 1801000793 机电1804班 袁新成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05 1801000794 机电1804班 罗冯利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206 1801000805 机电1804班 严嘉桦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07 1801000806 机电1804班 文科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208 1801000816 机电1804班 梁贵和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209 1801000821 机电1804班 杨爽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210 1801000823 机电1804班 刘优林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211 1801000827 机电1804班 贺明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212 1801000852 机电1804班 邓旺钦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213 1801000931 机电1804班 尹健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214 1801000935 机电1804班 江欣沅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15 1801000950 机电1804班 伍超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16 12123160527 机电WZ1601班 华山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17 12123160617 机电WZ1602班 文毅龙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18 1801000801 机电1801班 谭涛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19 1801000804 机电1801班 高润瑀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20 1801000855 机电1801班 龚振洋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221 12123160724 石油装配 孙嘉康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22 1801000891 机电1803班 陈文涛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223 1801000899 机电1803班 杨豪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224 1801000903 机电1803班 曹洋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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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1801000914 机电1801班 谭俊杰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226 1801000915 机电1803班 肖豪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227 12123160742 港机服务 李四有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228 12123160743 港机服务 文雄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229 12123160746 港机服务 张曦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30 12123160748 港机服务 尹祖耀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31 1801000776 机电1801班 颜铮韬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32 1801000777 机电1801班 易子程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33 1801000782 机电1801班 邱松林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34 1801000795 机电1801班 唐炜龙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35 1801000798 机电1801班 赵国威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236 1801000822 机电1801班 王炫钦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37 1801000838 机电1801班 田海洋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238 1801000843 机电1801班 徐秋杨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239 1801000863 机电1801班 汤贤熠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240 1801000866 机电1803班 曾梅村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241 1801000875 机电1803班 孟明轩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242 1801000880 机电1803班 王声谷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243 1801000882 机电1803班 潘文凯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244 1801000884 机电1803班 王亮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45 1801000887 机电1803班 肖竑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46 1801000888 机电1803班 周胥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47 1801000893 机电1803班 黄渊赐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48 1801000896 机电1803班 何梁宇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49 1801000905 机电1803班 周毅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50 1801000909 机电1803班 蒋鏊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251 1801000919 机电1802班 苏鑫鹏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52 1801000922 机电1802班 张葵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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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1801000928 机电1802班 熊超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254 12123160542 黄埔装配 薛逸桓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255 12123160562 黄埔装配 张振华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256 1801000850 机电1801班 王武坤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257 12123160604 机电WZ1602班 蓝天骥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258 12123160852 机电WZ1602班 刘宇辰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259 12123160635 机电WZ1602班 杨浩城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60 12123160633 机电WZ1602班 罗粤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61 12123160614 机电WZ1602班 杨佳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62 1701100266 机电1701班 袁明博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63 1701030155 机电1701班 张荣贵 答辩三组 聂健 武卫、万淼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64 1801000824 机电1801班 杨林基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65 1801000825 机电1803班 谭俊杰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266 1801000828 机电1802班 聂艺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67 1801000830 机电1804班 李兴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268 1801000831 机电1801班 贺志涵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269 1801000834 机电1801班 谷红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270 1801000839 机电1801班 范纪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271 1801000841 机电1801班 戴勇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272 1801000844 机电1801班 杜章铭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273 1801000848 机电1801班 陈佳豪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274 1801000853 机电1801班 谢林洋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75 1801000858 机电1801班 何立贤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76 1801000859 机电1801班 管灿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77 1801000860 机电1801班 谢大家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78 1801000862 机电1801班 米湘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79 1801000871 机电1801班 王崇山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80 1801000940 机电1802班 黄登锋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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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1801000949 机电1802班 薛振华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82 1801000966 周磊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283 1801001342 重能服务1801班 邹贤财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284 1801001364 重能服务1801班 刘祥锟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285 12123160505 石油装配 汤喆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286 12123160517 石油装配 谭思豪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287 12123160530 黄埔装配 陈姣龙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288 12123160546 石油装配 姚佳豪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289 12123160603 石油装配 胡帝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290 12123160618 石油装配 陈凯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291 12123160706 石油装配 杨明康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292 12123160708 石油装配 简屹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293 12123160713 石油装配 周显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294 12123160718 石油装配 刘宇洋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295 12123160745 石油装配 陈盛荣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296 12123160747 石油装配 刘凯文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297 12123160750 石油装配 卢名权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298 12123160755 石油装配 刘志龙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299 12123160806 石油装配 陶俊嘉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300 12123160815 机电WZ1601班 黎俊康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301 12123160837 石油装配 肖礼红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302 12123160854 机电WZ1602班 王鹏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303 1801000796 机电1802班 卿瑜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304 1801000876 机电1803班 周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305 1801000886 机电1803班 谭新成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306 1801000911 机电1803班 尹航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307 1801000925 机电1802班 文淼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308 12123160707 机电WZ1602班 李夏焱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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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12123160710 港机服务 辛云海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310 12123160711 港机服务 欧阳博文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311 12123160712 港机服务 钟佳程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312 12123160714 港机服务 邱诗涵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313 12123160730 港机服务 宁龙斌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314 12123160731 机电WZ1602班 向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315 12123160735 港机服务 曾连胜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316 12123160736 邓浩东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317 12123160737 港机服务 彭敦宇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318 12123160502 黄埔装配 谢泰昌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319 12123160509 黄埔装配 周梁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320 12123160515 黄埔装配 陈峥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321 12123160545 黄埔装配 杨会虎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322 12123160738 黄埔装配 唐彬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323 12123160744 黄埔装配 雷家璇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324 12123160749 黄埔装配 刘子瑞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325 12123160751 黄埔装配 袁小萌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326 12123160801 黄埔装配 习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327 12123160808 黄埔装配 王雨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328 12123160842 黄埔装配 陈家昌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329 12123160848 黄埔装配 江威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330 12123160861 黄埔装配 朱小如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20日 腾讯会议

331 1801000772 机电1801班 王泽芳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6日 腾讯会议

332 1801000797 机电1803班 刘洋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7日 腾讯会议

333 1801000878 机电1803班 楚世雄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8日 腾讯会议

334 1801000883 机电1803班 罗在鹏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9日 腾讯会议

335 1801000890 机电1803班 王玉风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0日 腾讯会议

336 1801000908 机电1803班 何海铨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1日 腾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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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1801000912 机电1803班 韩灯洋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2日 腾讯会议

338 1801000934 机电1802班 高奕聪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3日 腾讯会议

339 1801000956 机电1802班 唐磊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4日 腾讯会议

340 12123160839 机电WZ1602班 戴重楚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5日 腾讯会议

341 12123160818 机电WZ1602班 彭浩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6日 腾讯会议

342 12123160804 机电WZ1602班 李万彪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7日 腾讯会议

343 12123160809 机电WZ1602班 刘浚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8日 腾讯会议

344 1701030347 朱军 答辩四组 贺赛坪 黄琦、王正 2021年5月19日 腾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