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待录取专业
名称

政审单位 备注

1 曹巍 机械工程 河南科技大学车辆与交通工程学院/柘城县胡襄县后芦村
2 曾添泓 机械工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 陈俊杰 机械工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 戴伟发 机械工程 九江学院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5 党育坤 机械工程 中原工学院机电学院
6 丁一 机械工程 成都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7 董泽楷 机械工程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8 段少佳 机械工程 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街道/陕西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9 冯杰 机械工程 茂名市茂南区/肇庆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0 高程远 机械工程 河南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1 高淳 机械工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北蔡镇五星村
12 韩少杰 机械工程 上海电机学院机械学院
13 何鹏 机械工程 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4 胡铖威 机械工程 长安大学汽车学院渭水校区学生工作办公室
15 蒋贺平 机械工程 江西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6 李国强 机械工程 韩村镇光明村/蚌埠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17 李昊轩 机械工程 长沙理工大学汽车与机械工程学院/岳阳市岳阳楼区三眼桥街道
18 李龙 机械工程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
19 李谦 机械工程 吉首大学电气光电工程学院
20 刘壮 机械工程 桐柏县淮源村/安阳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21 芦国栋 机械工程 德州学院能源与机械学院
22 牛思雨 机械工程 重庆理工大学车辆工程学院
23 牛王鑫 机械工程 沈阳理工大学汽车与交通学院
24 齐鹏 机械工程 新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5 沈礼昊 机械工程 永城市双桥镇碱荒村/湖南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26 沈少杰 机械工程 淮阴工学院交通工程学院/苏州市吴中区
27 石鹏 机械工程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汽车与轨道交通学院
28 史建行 机械工程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29 宋超杰 机械工程 新乡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新密市苟堂镇
30 唐桥 机械工程 武汉轻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松滋市洈水镇后坪村
31 滕冰冰 机械工程 中原工学院机电学院
32 田源 机械工程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机电工程分院
33 王诺 机械工程 内乡县湍东镇张岗村/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34 徐少强 机械工程 重庆工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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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徐晓宇 机械工程 皖西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36 许龙 机械工程 安徽三联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宿松县五里乡六圩村
37 许一凡 机械工程 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学院
38 杨欢成 机械工程 中原工学院机电学院
39 姚新宇 机械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机械工程学院/寿春镇南关社区
40 张凯凡 机械工程 安徽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41 张庆敏 机械工程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42 赵彪 机械工程 安徽新华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43 赵方泽 机械工程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44 赵航 机械工程 盐城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45 赵鹏 机械工程 瓮安县珠藏镇桐梓坡/常州大学机械与轨道交通学院
46 周闯 机械工程 盐城工学院优培学院
47 周海洋 机械工程 宝应县柳堡镇/盐城工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48 周浩然 机械工程 长春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49 周雅豪 机械工程 上海电机学院机械学院
50 朱闵闵 机械工程 铜陵市郊区老洲镇/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51 左江涛 机械工程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半汤街道
52 左英豪 机械工程 青海民族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日照市岚山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53 卞倩蓉 电气工程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江苏省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河街道
54 陈心茹 电气工程 安徽工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阜南镇王化镇
55 官鑫 电气工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
56 郝运 电气工程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智能智造学院
57 李开心 电气工程 临泉县城关街道/安徽工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58 李逸洋 电气工程 上海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59 刘钢 电气工程 北华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60 卢强 电气工程 郑州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信阳市平桥区陆庙街道
61 沈傲栋 电气工程 上海机电学院电气学院
62 施佳 电气工程 江苏师范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63 王家翰 电气工程 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学院
64 王嘉豪 电气工程 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舒城县城关镇下河村
65 吴路生 电气工程 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66 肖荣艳 电气工程 华东交通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67 杨永清 电气工程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68 毕思远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69 曹云龙 机械 洛阳理工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70 查羽涵 机械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
71 陈高帅 机械 河南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72 陈旭东 机械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73 陈杨杨 机械 北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74 程雨奇 机械 江西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75 戴麟燿 机械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76 戴园城 机械 上海建桥学院机电学院
77 邓斌斌 机械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漳县殪虎桥镇
78 杜闯 机械 井冈山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79 杜三才 机械 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80 范琳琅 机械 河南科技学院机电学院
81 方鸿磊 机械 宿州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82 高博文 机械 洛阳理工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83 高华颖 机械 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84 葛智溶 机械 金陵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85 顾开创 机械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86 郭伟杰 机械 浙江海洋大学海洋工程装备学院
87 何宇杰 机械 盐城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88 何长峰 机械 滁州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89 侯重阳 机械 新乡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90 胡家栋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91 黄可心 机械 鲁东大学蔚山船舶与海洋学院
92 黄明耀 机械 六安市金安区张启镇/巢湖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93 黄荣忠 机械 井冈山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94 姜超 机械 江汉大学智能制造学院
95 蒋厚伟 机械 昆山市兵希街道/无锡太湖学院智能装备工程学院
96 蒋祥 机械 中原工学院机电学院
97 蒋子涵 机械 安阳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98 金蓓 机械 南京工程学院汽车与轨道交通学院
99 金盛源 机械 上海建桥学院机电学院/浙江农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100 金一新 机械 皖西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休宁县月潭湖镇小珰村
101 金志尧 机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城市交通轨道学院
102 魁崇伟 机械 兰州工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三塬镇两合村
103 李冲 机械 山东建筑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04 李辉 机械 盐城工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105 李力 机械 皖西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林头镇乐城社区
106 李龙坤 机械 中原工学院机电学院
107 李明 机械 上海建桥学院机电学院
108 李庆 机械 沈阳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09 李栩翔 机械 湖南文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10 刘迪 机械 中原工学院机电学院
111 刘静 机械 柳州工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金湖县黎城街道
112 刘龙胤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13 刘奇源 机械 聊城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14 刘清清 机械 皖西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115 刘一祯 机械 常州工学院航空与工程学院飞行学院
116 刘占宇 机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17 刘志 机械 卸甲镇金港村/常熟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18 卢明明 机械 洛阳理工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119 罗世金 机械 富顺县永年镇洗马村/四川轻化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20 吕自翔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材料工程学院
121 马富军 机械 河南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22 马靖凯 机械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
123 马淑 机械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
124 潘慎逸 机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25 庞万林 机械 绵阳师范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126 彭雪松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材料工程学院
127 阙珊珊 机械 安徽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28 佘鹏宇 机械 淮阴工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129 沈逸凡 机械 常熟理工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130 盛小丽 机械 常熟理工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131 石梦成 机械 安徽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32 税建达 机械 上海建桥学院机电学院
133 宋宇阳 机械 中原工学院机电学院
134 苏恒章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35 粟蔚 机械 吉林化工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无锡市梁溪区广益街道
136 孙时杰 机械 武昌首义学院机电与自动化学院
137 孙世博 机械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38 孙一泽 机械 上海电机学院材料学院
139 汤灵燕 机械 九江学院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140 陶帅 机械 安徽建筑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41 田书渊 机械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42 万宇瓅 机械 南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43 王飞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144 王宏伟 机械 滨州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45 王树茂 机械 青岛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46 王先旺 机械 湖南文理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47 吴金遥 机械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48 吴龙文 机械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149 吴文浩 机械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智能制造学院
150 吴越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51 吴震轩 机械 南京工程学院汽车与轨道交通学院



152 吴志龙 机械 江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如皋市城南街道左邬村
153 肖健 机械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154 许世炜 机械 上海电机学院机械学院
155 许腾飞 机械 皖西学院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
156 杨建逾 机械 锡山区东北塘街道/盐城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57 姚委宏 机械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58 伊怀锦 机械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学院
159 尹帮盛 机械 齐鲁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60 俞聪 机械 九江学院机械与智能制造学院
161 俞代卫 机械 安徽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62 袁崇越 机械 浙江海洋大学海洋工程装备学院
163 袁振宇 机械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信息学院
164 张宝 机械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65 张俊昂 机械 黄淮学院能源工程学院
166 张凯 机械 淮阴工学院交通工程学院
167 张若愚 机械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68 张新宇 机械 成武县永昌街道/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169 张学 机械 扎下县冯徐村/盐城工学院
170 张圆圆 机械 南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71 张云廷 机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172 赵大胜 机械 淮阴工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
173 赵文文 机械 安徽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
174 蔡光旭 能源动力 常州工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175 陈中磊 能源动力 常州工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176 程依儿 能源动力 湖北理工学院电气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77 冯源 能源动力 山东科技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178 付赏 能源动力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工程技术学院
179 顾玉 能源动力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80 胡凡域 能源动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181 梁国祥 能源动力 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沼潭街道/江苏理工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182 廖姝婧 能源动力 南昌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183 刘丰 能源动力 湖南学院物理与电气电子工程学院/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牛田镇金凤山村
184 刘通 能源动力 安徽建筑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185 刘阳 能源动力 成都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86 刘洋恺 能源动力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漯河市郾城区沙北街道
187 刘宇凡 能源动力 河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188 彭英智 能源动力 长宁区虹桥街道/兰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信息工程学院
189 孙思义 能源动力 皖西学院电气与光电工程学院
190 田祥磊 能源动力 山西大学电力与建筑学院/孝义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191 汪江志 能源动力 南昌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192 吴略 能源动力 桐陵学院电气工程学院/五河县武桥镇武桥村
193 许文琼 能源动力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94 余世琦 能源动力 安徽工程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195 虞文川 能源动力 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学院/安庆市大观区菱湖社区
196 袁鑫琛 能源动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197 张鸿一 能源动力 上海电机学院凯撒斯劳滕智能制造学院
198 张龙 能源动力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199 张新 能源动力 江苏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光山县寨河镇
200 赵广凯 能源动力 河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关屯村支部
201 朱辰 能源动力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

202 陈世瞳 机械工程 上海三智汽配实业有限公司 缺少原就读大学政审意见
203 卫守恒 机械工程 全椒县襄河镇笔锋社区/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原就读大学政审意见未使用学校政审表
204 周川义 机械工程 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德馨居民区/ 缺少原就读大学政审意见
205 栗瑞凯 电气工程 文件无法下载
206 范彦清 机械 太原科技大学华科学院/大同市平城区古城街道 未使用学校政审表
207 李成夺 机械 平乡县节固镇肖庄 缺少原就读大学政审意见
208 黄大铭 能源动力 闵行区莘庄镇黎安新村第二居民区/ 缺少原就读大学政审意见
209 王璇 能源动力 缺少原就读大学政审意见

截止6.9 15点政审表提交有误的名单（均已回复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