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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河海学工〔2020〕3 号

────────────────────

关于公布 2019—2020 学年 2016 级

“文明示范宿舍”“文明宿舍”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关于 2019-2020 学年学生公寓创建“文明宿舍”申报工作

的通知》(河海学工〔2019〕55 号)的文件精神，在学生申报、宿舍管

理站过程考核的基础上，经学校组织评审，共评出 2016 级“文明示

范宿舍”53 个(其中学院合住宿舍 6 个)，“文明宿舍”383 个(其中学

院合住宿舍 41 个)，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 2019—2020 学年 2016 级“文明示范宿舍”“文明宿舍”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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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

2020 年 1 月 10 日

河海大学学生工作处 2020 年 1 月 10 日印发

录入：祝 婕 校对：黄 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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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2020 学年 2016 级“文明示范宿舍”名单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203 余子夏 过梓栩 郑世威 孙晓晨 石彬 张志达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3 姚丽 林琳 刘小勇 林静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8 覃卓明 王琳殊 花甜甜 代林洋

水电院 校本部三舍 425
艾达娜·吐

逊太
郭锦华 贾其萃 杜经纬

港航院 校本部二舍 309 孔梦婕 王芬 荆一戈 陈诗佳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24 周建坤 葛友镔 刘昶成 张晨 胡光坤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504 赵星宇 叶志明 袁吕 刘源 谯洋

土木院 校本部二舍 220 陈钰琪 张淑敏 张琪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03 张吉琛 李京蔚 吴事典 乔玉珊 郑超亚 张苏豫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16

（年级合住）
郭豪 姚冯懿 杜小伟 胡钢 游鹏飞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18 杨思昀 刘小艺 沙颖莹 陈思芹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35 徐文筠 任梦娇 邱梦雅 赵文慧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36 许相吉 邓兆东 邹智鹏 强加多加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157 李宜桂 石金子 陈媛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42 费有蝶 戴洪 阎莉 罗潇枫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53 蒋函伶 李璐含 李旋 傅瑾娜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557 孙云 李杨雁 江瑞芳 王涵宇

计信院 教学区九舍 433 符茵茵 潘婷 朱婧 李清淳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01 冯寅 熊荣飞 程凯彪 单超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04 张德 涂威洋 赵引禄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09 赖阳星 廖隽 马先友 关家任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19

（年级合住）
邓箫 李锦玉 宋书丞

力材院 教学区六舍 629 田静航 黄海萌 葛云云 林木烟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12 朱博文 吴长云 刘思奇 代茂林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05 李祖银 王翔 刘伟汉 李佳宝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18 胡依林 周诚 崔来通 霍宏鑫

农工院 校本部三舍 412 郭安安 王梦琴
迪丽拜

尔·图尔荪

海洋院 校本部二舍 308 马雪莹 陈姣 刘余亿

理学院 教学区九舍 343 满雨芳 冉娅 袁钦云

理学院 教学区四舍 314 覃江 张恩睿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131 朱文秀 孙潇怡 苏瑞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141 马文娟 周思涵 罗海艳 沈心怡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24 孙影 孙家琪 徐寅寅 朱灵枝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815 孙森 周仁鹏 惠懿 方鸿楷

公管院 教学区九舍 245 金淑婷 吴冉 屈静 宋文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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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法学院 教学区六舍 640 黄建园 符梦凡 朱子涵 张帝

大禹院 校本部八舍 325 于家傲 陈晨 马国杰 黄思文 刘双洪 左寅

机电院 四号站 14号楼 510 高含笑 包文清 甘艳容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309 曹文豪 陈文 凡子茗 傅扬 韩峪峰 黄昊天

物联网院 四号站 14号楼 604 王鑫 王伊瑾 吴潇潇 吴艺

物联网院 四号站 14号楼 521 井飞凡 吴新元 王静颖 杨雪

物联网院 四号站 14号楼 609 陈婧怡 韩卓娅 季峥 李田芳

物联网院
三号站 8号楼乙单元

402
倪蓓露 吴宁 吴文霞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08 邱泽硕 厉臻杰 李旺

企管院 四号站 14号楼 423 杨涵 叶林 张倩 周悦

企管院 四号站 14号楼 121 张乔 郑沐曦 郑馨雨 朱利蓉

企管院 四号站 14号楼 120 吴雨思 席宏岩 谢雨虹 杨晓卉

学院合住
教学区九舍 249

（能电、地学院合住）
王琳 李玉婷 陈冰书 格桑措姆

学院合住
教学区九舍 336

（商学、理学院合住）
徐晓晨 谢文婷 杨扬 殷红艳

学院合住
教学区七舍 219

（能电、商学院合住）
项星华 尤宇轩 孙翔 杜航

学院合住
教学区十七舍 607

（力材、大禹院合住）
钱光龙 杨鑫浩 张鸿宇 王俊杰

学院合住

一号站 2号楼 303

（机电、物联网院合

住）

梁铭峰 刘杰 沈路 王平 王宇轩 魏学军

学院合住

四号站 14号楼 501

（机电、物联网院合

住）

刘月 刘嘉楠 柳雯 罗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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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 2016 级“文明宿舍”名单

学院：水文院（23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202 洪柳天骄 刘晓鹏 范林洁 马淼 韩亚雷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204 张宇嘉 莫然 朱云涛 拉巴多吉 李承龙 严子涵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206 孙博 吴心渠 杨泽弘 熊一平 李洪彬 杨涛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303 戴楷伦 旦增塔金 曹巍 吴宇桐 周锴 王坤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312 吴志伟 马迎凯 汪锋 秦嘉珺 姜帆 周书轩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314 孙亚平 何笑易 魏益昊
库迪热提

江·约麦尔
贺湘锋 张鸿瑞

水文院 校本部八舍 316 陈璐 曲凯
吾尔开

西·库热西
刘洋 王国栋 孙泽群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220 崔寅鹤 范思琦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2 文家琦 张小敏 刘一莹 刘佳玉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4 蒙安平 周惟 马云梅 柴子杰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5 陈祎 赵宝惠 叶婷 宋柏洁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6 陈心怡 盛璘 梅文萱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7

阿拉米

娜·加依尔

别克

张雨薇 毛西耶子 陈羽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09 许杏 刘兴畅 李颖 石荧荧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10 仁青旺姆
出合拉·窝

坎
胡星星 刘宸彤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11 马涵 孙雨 宋子奕 张开鑫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15 范多 徐一平 梁昌妮 龙云舒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16 曾鑫 李祉璇 李洋颖 巴桑拉姆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23 黄爱明
马依拉·卡

哈尔
孙蓝心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25 金沛岑 仇知雨 段雅楠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329 魏琼芝 吴俣 张丽娜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402 李沁芝 袁心语 周燕

水文院 校本部三舍 403 包鑫如 赵橄 石夏菲 黄思琪

学院：水电院（5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水电院 校本部八舍 209 赵飞 王旭东 夏定康 马睿 郭付成 马子昌

水电院 校本部八舍 210 唐榆森 比拉里江 邓大为 柴东 赵翔宇 徐淼

水电院 校本部八舍 211 陆圣杰 张凯 任汉承 马瑞 房晓宇 汪晨辉

水电院
校本部八舍 212

（年级合住）
王磊 颜旭 达瓦江村 刘雨轩 邱子源

水电院 校本部八舍 224 次仁桑珠 詹明强 陆昕阳 普布塔杰 沈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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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港航院（7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港航院 校本部八舍 521 焦澳 周钰笛 万文杉 蔡智 马志宽 曾泽榕

港航院
校本部八舍 526

（年级合住）
刘广泽 钱俊涵 黄立港 祁俊德 蒲虎铖

港航院 校本部十一舍 406 齐宇 潘辉澜

港航院 校本部十一舍 407 简拥法 刘周全 李凯

港航院 校本部十一舍 408 陈龙 陈俊宇 张涛麟

港航院 校本部十一舍 413 李一鸣 夏习持 靳广鑫

港航院 校本部十一舍 511 陈瀚韬 王竟帆

学院：土木院（20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01 王梦晨 徐鹏浩 陈天宇 宋宛凌 蒋明生 喻锐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02

（年级合住）
周弈辰 朱鹏飞 宋柯贤 陈一笑 江秋琪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07 周金汉 王英磊 郑文乾 蔡亦文 陈艺轩 黄浩然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09 周祖灿

麦麦提艾

力·图尔荪

托合提

吐尼克·哈

那别克
刘景瑞 杨益彰 江涛锋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0 张毅杰 张焕楠 胡良鹏 花磊 蒋昆昂 时涛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1 陆泓霖 白峰源 颜正勇 李均奕 梁如枞 韩旭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2 管中林 郑其鑫 冯江江 张天航 高玉强 吴东文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5 韩洪亮 刘新宇 郁佳成 李强 高佳 王天鹏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6 张金鑫 靳疆鹏 吴志斌 袁旸 滕健 张煜松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7 徐中权 高天歌 宋帮红 卞长荣 孙建国 刘浩宇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8 孙元锋 孙昊航 陆均尧 朱浩 谌建霖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19 郭少阳 张伟健 李精明 孙权 邵佳顺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20 杨乐平 王昊 田锋哲 马英豪 冯文韬 戚文成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21 史云强 吕磊 王雄锋 杨宇 孙新飞 王欣泽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22

（年级合住）
谢可桂 陈冉 梅杰 马雷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425 杨董思宇 周思达 陆志威 林灏 张浩东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501 陈晨 王浩安 王志新 刘惊灏 刘延明 马鑫源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502 蔡元杰 翟奕璇 张文梁 孙宇 朱鹏岗 单海翔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503 任崇源 朱健博 吴俊扬 李可 孙振浩 单德钊

土木院
校本部八舍 506

（年级合住）
冯仕杰 冯桂川 王云峰 林强 缪岗辉

学院：环境院（30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01 杨齐炜 曾一川 张语航 李宇航 林可鉴 任飞凡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02 孙冯恒 潘年松 刘东来 刘洋 夏子奇 程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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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04 郭嵩 于锵 罗家宏 李威松 渠昊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05 顾慈航 王乐阳 罗启巍 郑涛 朱一峰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10 邱吉尔 何新辰 周子潇 郑子琛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12 赵瑞东 张舒佑 龙思丞 张立新 卢柯任 叶晨昊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13 叶尔托里肯 洪乾翕 徐国威 丁豪 张帆 夏星宇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22 史纪 苏百恩 李臻宇 徐泽文 郑裕盛 孙继鹏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23 汤浩 陈雨 隆添翼 何佳豪 陆玉恒 胡舒程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24

（年级合住）
邹冠华 刘杰 石祖秦 刘洪扬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25 王钰涛 吴宗治 沈智杰 潘沈阳 李岳鸿

环境院 校本部八舍 626 孟子硕 陶国旭 王富巍 刘昇 梁书涵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01 蔡玥 张敬 佘雨薇 丁婷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03 刘馨 郝艺礼 郑雅心 陆晨洋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05 李雨婷 洛松次珍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07 司佳蕾 程晏琳 徐林筝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13 岳楠 马千涵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15 舒茜娜 李雯琪 王媛媛 李雯玥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16 李敏 顾潘怡 李奕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19 钱娇 德吉央珍 张筱筱 王丽楠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22 白雪 唐瑜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139 杨柳 冯洁 蔡文慧 王思懿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03 朱雪薇 夏艺萌 索朗央吉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04 莫玉娟 于宁 龚雪滢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07 王歆越 伍晶晶 隗岚琳 魏尧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08 王亚宁 方砚秋 梁小雨 郜佳琪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09 周倩 孙师格 张艺璇 周赒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15 王宇晨 朱祖月 郭婧颖 肖弦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17 徐莹莹 于意 唐敏思

环境院 校本部二舍 219 李光莹 朱玥 刘叶

学院：能电院（47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338 张春平 罗思成 章逸舟 吴阳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340 邱志恒 王佳木 杨立 刘峻宏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341 顾宇文 朱宇波 刘天澄 覃梓森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345 陈志刚 陈泓知 郑朱轩 林森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347 雍成立 陈再轩 毛晓诚 冯哲飞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22 黄昱杰 张海洋 万玥 辛子扬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24 李彤彤 张南 李振 周华建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26 张海彬 付丰丰

阿卜杜力

提普·乌布

力

游智强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27 袁霄阳 赵贵远 霍智威 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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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28 林庆荣 王新宝 卫劲荣 陈俊涛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29 杨明海 焦志雄 张虎 王耿国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31 彭程 毛恒超 唐邦泽 刘城坚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32 申彦博 王健 周孙阳 钟富涛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33 牛沁宇 宋子祺 黄志引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35 汪平 包汉洲 黄长林 曾峰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37 方佳渊 房德智 孙榕 关锐涵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38 于浩 杨晨 夏鹏程 刘恪涵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41 刘文瑞 王志聪 姚志成 刘晋松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445 沈佳凯 任和 史锐 王旭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22 刘冲 段宝印 景睿 郑璇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24
夏克尔

江·艾比布
程浙航 李文博 兰翼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26 戴文军 鹿简东 张玉强 王琛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27 蔡德源 钱海 扎西曲达 严卫华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28

（年级合住）
刘成骏 农海政 梅晋宇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33 罗永硕 谢绍成 覃锐 张恒一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35 丁军飞 黄勇胜 常逸凡 闫煜杰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541

（年级合住）
唐修明 张涛 龙哲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27 王涛 孙敬松 樊友鹏 胡屿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31 何周波 许张晋 郭浩然 陈思睿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32 刘帅 伍光胜 杨帆 王石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33 熊思杰 岳少锋 张志兴 洪明辉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37 周伟 顾金楷 张亮 邹九旭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38 王鑫程
迪里牙

尔·阿吉
李钊屹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41

（年级合住）
陈文鸿 陈家俊 王圣文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43 董文昌 左鹏程 邹佳杰 吴博文

能电院 教学区八舍 647 王胤淞 韩振雨 方一鸣 张秉华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44 肖子珺 高峻雪 周淳 薛惠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45 赵心怡 郭梦蕾 王馨竹 宋紫妍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50 徐珂雅 沈思辰 孙梓雯 于子暄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51 卞妤阳 周蓉蓉 王馥珏 邓芳菲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52 刘鑫磊 陈嘉雯 王苏颖 杜欣烨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454 苏美慧 白云娜 马欣 张雅楠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548 粟洨悦 林澜 许青凤

玛依木尼

汗·阿布都

拉

能电院 教学区九舍 553 芶金兰
玛尔瓦

提·黑扎提
张敬 李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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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能电院
教学区七舍 212

（年级合住）
张羽

能电院 教学区七舍 213 熊鑫博 谢宇 叶镇铨

能电院 教学区七舍 216 韦洪旭 郑子赵 郝伟

学院：计信院（40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计信院 教学区九舍 328 黄欣 候世燕 樊琳玲 张馨文

计信院 教学区九舍 330 苏俊茹 李雅博 杨佳林 孔凡翠

计信院 教学区九舍 434 于慧敏 丰科娟 魏大保 罗宇驰

计信院
教学区九舍 435

（年级合住）
刘畅 朱晓璇 王新颖

计信院 教学区九舍 437 陈吴洲 周振钰 隋佳宏

计信院 教学区九舍 438 张宇昕 廖羽 张富琴 李凯楠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05 朱德海 陈根春 朱华宇 林涛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07 贺红军 陈家锆 李卓航 王星欣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10 王坦达 查子瑜 龚伟 薛亿翔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13 张鲁峰 黎学敏 王洪博 许德顺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14 李文栋 吴伟 王品 黄彧豪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15 周俊成 张正基 魏保超 白国涛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18 谭鑫 杜鹏飞 杨晓楠 王杰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19 王家瑞 卢士豪 张德智 杨郑宇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08 蒙敏杰 冉晓龙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05 孙维 王泽轩 贺玉林 刘翰祥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0

（年级合住）
纪宗杏 谭永健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1 谢元兴 屠烨锴 刘煊赫 费天禄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2

（年级合住）
申发亮 钟桂华 辜帆远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3 王建平 郭佳利 何粤超 贾柠晖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5

（年级合住）
郭红鑫 蔡时涛 李子铭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6 李达 马超 李泽文 杨承霖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8 赵浩男 蔡文海 李清松 王超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19 吴俊 李永贵 王帅琛 邝镇源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21 郭明昊 李泽厚 王帆 李岸松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123

（年级合住）
郭超博 刘添 罗伟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01 邱振寰 李盼盼 尹海鑫 张晓光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04 张进泽 汪旸 邵云之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05 李尚雨 周全 李洪亮 张宇鸣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06 李晓东 张正 张志德 倪铭君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07 何佳俊 吴渟渟 刘荣博 赵灵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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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08 黄冠淳 李明吉 孟凡扬 曹启远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11 吴利宇 郭嘉盛 徐家玮 王卓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12 范杨璨 吴屹 杜子龙 吴涛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14 张林熙 李天河 陈绍臻 左家扩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15

（年级合住）
肖晨煜 李佳臻 雷影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1216 宋润田 张男 唐明浩 乔祁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804 李校生 李润宇 钱祥 李明凯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915 秦树宝 郭虎杰 张一泓 马杰

计信院 教学区十七舍 917 李闯 陈楚 盖晓明 宋豪

学院：力材院（13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力材院 教学区六舍 626 惠梦晨 牛亚露 陈馨 张珂

力材院 教学区六舍 627 王港澳 薛雅 刘慧敏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608 辛忠毅 张越 贾张恒 马晓虎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609

（年级合住）
王冲 杨家炜 赵笛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01

（年级合住）
孙铭轩 孙家正 罗想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03 谢嘉璇 周权 张睿毅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06

（年级合住）
王子昕 黄连鹏 陈波尔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11 付鑫宇 杨瑞 李沐桥 刘元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13 孙培勇 潘华思 闵磊 王康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18 刘凇仰 刘铭 刘朋鹏 肖尊浩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719 敖建波 董天驰 郭子贤 李驿聪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818 师瑞 梁国督 李斌 汪昱全

力材院 教学区十七舍 821 游阳 麻金龙 杜子豪 张翔宇

学院：地学院（22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地学院 教学区九舍 246 常沁楠 刘梦娇 崔晓航 刘惠

地学院 教学区九舍 250 高一寒 王亦文 韦秋婷

地学院 教学区九舍 251 刘传 王树竹 来荣琦 谢晓欢

地学院
教学区九舍 252

（年级合住）
田峥颖

地学院 教学区九舍 253 陈霜懿 牛紫瑾 张诗雨 相红竹

地学院 教学区九舍 255 朱璐璐 厉林

地学院 教学区九舍 257 宋宜泓 李怡婷 李兴凤 陈冰冰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411 徐方宁 刘新禹 张家杰 朱青松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412 毛仕方 逯伟利 孙常昊 邓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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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414 马鸿昊 李聪 魏博昱 吴长胜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01 宋旌鸣 魏世杰 刘尧 孟金洪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02 姚文宇 李关洋 王沐星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03 谢小磊 林致煌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04 曾照军 谢江 董小松 周俊雄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06 潘浩 李松洋 陈楠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08

（年级合住）
黄浩翔 杨逸飞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13 黄锦涛 杨志远 王天祥 刘俊源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15 伍广森 朱鑫杰 刘帅 曾繁鑫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517 付一宸 胡炳麟 李双双 李超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601
叶尔

兰·革命
罗荣 高燊 孙岩峰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611 曾宇辉
艾克拜

尔·依马木
陈喆

地学院 教学区十一舍 612 杨坤 胥晶 许鑫 周小梁

学院：农工院（1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农工院 校本部三舍 407 张明敏 袁新玥 李明 侬文莲

学院：海洋院（6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海洋院 校本部八舍 505 张海峰 刘治宇 王文韬 黄仁新 牛棚超
林起屹

南

海洋院 校本部八舍 507 褚浩洋 赵海峰 刘衡 牟勇 刘家明

海洋院 校本部八舍 508 高臻 李雯昊 周吉浩 袁金鹏 常天翔 郭健钧

海洋院 校本部八舍 509 吴淳 魏文韬 付奕霖 李霄瀚 陈志铭 黄俞文

海洋院 校本部八舍 511 贾煊赫 许保林 蔡存磊 张策 赵占伟 房世豪

海洋院 校本部八舍 512 蔡宗文 吴成松 庄炉成 蒋福辉 张宇涵 张向磊

学院：理学院（8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理学院 教学区九舍 341 张梦 沈逸

理学院 教学区九舍 342 王梦洋 曹宇佳 王虹 刘梦彤

理学院 教学区九舍 345 李丽凝 丁雨欣 吴金榕 李凤珍

理学院 教学区九舍 347 韩雨欣 刘晓聪 陆欣 李慧坤

理学院
教学区四舍 203

（年级合住）
张一少 刘振轩 李艳杰

理学院 教学区四舍 315 石渝恒 刘原彤

理学院 教学区四舍 411 刘伟哲 郑再维 罗宏宇

理学院 教学区四舍 422 李泽凡 张祺翔 刘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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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商学院（36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139 姚雅婷 周伊文 刘点 黄心婷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143 李洪梅 渠雅麟 段婷婷 龚明钰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145 罗遵仙 张文洁 庞甜甜 曹育珏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229 孙翠泽 杨洁
古丽孜依

拉·普拉提
吕亚静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238 杨园盈 秦天涯 陈凯薇 于颖琳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241 刘阿敏 蒋星辰 孙娴 胡颖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243 汪馨玥 陆意婷 颜颖 张红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22 黄宜楠 刘巧燕 朱嘉敏 高乐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26 杨晓潭 冀宏茹 吴佳瑶 郭李为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27 何燕萍 梁伟婷 邢洁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28 李涵 许晨丽 吴雨恬 居亦妮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29 冷锦仪 窦卉洁 孙梦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30 陈礼旸 王嵘榕 王佳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31 陆淳钰 高晨茜 袁娅 赵群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34 沈智渊 顾端宇 熊美华 徐婕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35 王佳音 武伊曼 糜昕旸 郁之仪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36 王雪

米尔古

丽·海拉

提

朱明英 郑雨婷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38 韩露苹 温婧艺 王安琪 浦钰琪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39 谢欢 陆婷 裴叶舒 周韵俏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40 盛前 沙佳敏 赵忠颖 李铭研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41 周宁 王苑苑 王梦琴 张姝悦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43 王艺璇 言雨欣 吴冰倩 郝巧巧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45 张铃铃 付杰

布买里艳

木·阿布都

米吉提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347 臧守娟 刘笑菡 车兰花 徐鑫晨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438 韩菲童 王菲 赵东丽 赵颖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440 黄星 许薇 何青 张琳娜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445 胡寅澍 韦婷
古力阿亚

提·排祖拉
王诗杰

商学院 教学区六舍 447 方琳渊 陈斯妤 王天艺 王智慧

商学院 教学区七舍 217 刘一洺 查政阳 陈平 郭洁忠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223 李家威 郭弋戈 黄武 周颖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803

（年级合住）
张金海 宋佳佳 刘航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809

（年级合住）
许云飞 伍明浩 黄通国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811 吴志敏 林建云 师岩 李沭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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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817 周煜耀 刘天歌 彭翰宇 范虓肇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909 李威 孙凯林 胡畅 殷嘉实

商学院 教学区十七舍 911 孙英楠 杨赓 华晟 曹文栋

学院：公管院（5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公管院 教学区九舍 132 赵悦 王思琦 彭薇

公管院 教学区九舍 144 郭鹤怡 廉琦帆 周冰洁 张悦

公管院 教学区九舍 150 林红 吴明洁

公管院 教学区九舍 228

哈力

沙·阿力

木江

郁俸萱 王春建 瞿凡宜

公管院 教学区九舍 233 殷爽 刘艺璇 曹辉丽

学院：法学院（1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法学院 教学区六舍 645 高玉 陈江珊 吴钰琪 党绿阴

学院：大禹学院（5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大禹院 教学区十七舍 617 吴乃成 侯豪 威琦 林小蔚

大禹院 校本部八舍 323 蒋磊 田瑞 张利鹏 吴茂洲 江洲煜 黄光宇

大禹院 校本部八舍 324 孟星宇 刘德旭 孙安 牛慧余 明昊文 赵立杨

大禹院 校本部八舍 326 孙甲智 何锐杰 沈旭辉 张天衍 殷晓然 齐伟擎

大禹院 校本部二舍 212 宋莹 杨子菁 孙敏文 花佳程

学院：机电院（27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10 严翔 叶帆 曾旺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12 潘涵飞 童震宇 王安澜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21 王波 王浩杰 邢栋 徐健华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210 罗凯文 欧阳勇平 彭磊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504 杨彦峰 赵景阳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02 刘宇 戚家程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119 闭恩锋 陈伟 葛雪风 管杨 蒋涵 李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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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06 白云鸽 顾帛坤 胡申义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310 王诗云 席泽轶 向新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107 周凯文 田铮 汤明浩 王郑 谢靖 颜廷鹏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15 蒙钦华 彭昌军 宋峰广 苏俊杰 许亚星 吴杰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11 梁绍彬 张起源 张芝定 周翰林 朱文韬 朱思敏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211 王昊 吴帆 项俊 谢宇峰 许银海 阳广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413 吴森 夏磊 许俊宏 韦智远 晏建军 游乾宇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302 黄主 李卓 栗云鹏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309 何冬凯 胡鸿达 黄天 廖烽燊 刘标 刘锦文

机电院
一号站 2号楼 207

（年级合住）
陈相红 陈子豪 段泽楠 冯文涛

机电院 四号站14号楼512 刘冉冉 肖倪蕾

机电院 四号站14号楼507 桑英英 舒联 谢馥琪

机电院 四号站14号楼405 于静柳 于鑫萍 张春景 房金红

机电院 四号站14号楼505 李可 李乐姿 刘琳 卢艳芳

机电院 四号站14号楼508 徐良群 杨欢 姚沁含 俞雅倩

机电院 四号站14号楼407 蒋晓岚 李沁书 谢瑶 徐超萍

机电院 四号站14号楼504 吕卓漾 赵雅珍 郑兆颖 周璐

机电院
六号站12号楼216

（年级合住）
王秋雨

机电院 六号站12号楼501 还新新 唐启阳 赵远哲 李琛

机电院

三号站8号楼乙单

元 305

（年级合住）

周颖怡

学院：物联网院（18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414 唐晟 王超毅 王巍 颜广余 朱柏贤 张旭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105 胡明东 王真 张龙 张熙昊 周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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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412 江聚勇 胡溢钧 孔颖健 李鑫 林杰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214 姚广霆 张志良 赵熙 郑国瑄 周清楷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306 黄照伟 吴维彪 杨璨 张石川 张子云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206 张旭 张亦昕 周晓寒 朱瑞驰 陈嘉豪 陈建辉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110 李其钊 刘乘杰 林昱涵 秦一臻 王纯款 王钧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108 张海睿 赵琳瑜 郑舜天 周明轩 祝晨阳 白松林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106 栗志 刘希瑞 沈梦琦 石马懿 苏豪 王悦钧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109 王思雨 王宇 吴思 徐盛 尤越 虞海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103 陆建华 弭凌超 宋英慧 孙其盛 王帅辉 王伟弢

物联网院 三号站 4号楼 305 郑良培 郑天昊 周凯航 查子乾 曹光静 陈英杰

物联网院 四号站 14 号楼 614 孙昊悦 张凡 张煜静 韩敏

物联网院 四号站 14 号楼 620 李嘉玉 毛瑞婕 王琳 王甜甜

物联网院 四号站 14 号楼 617 李倩迪 罗天珏 雒国萃 孙睿

物联网院 五号站 15 号楼 103 汤婉 王雯 徐小慧 杨新跃

物联网院
三号站 8号楼乙单

元 504
李旭斐 丁嗣禹

物联网院
三号站 8号楼乙单

元 506
李灵杰 石慧珠 徐梦婷

学院：企管院（28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05 张澜 蔡猛 陈兵 冯炳傑 冯志刚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19

（年级合住）
班鼎鼎 高坤 李家兴 李璐骥 李宇雷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17 熊磊 薛雨谦 蔡迪 陈智 陈仔浩 杜先栋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21 季志信 韦成熹 尹文志 甘隐居 顾张磊 吕游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15 郭明鑫 胡松沂 胡寅锋 刘润东 苏子杰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02 杨勇 郁研 蔡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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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企管院 一号站 2号楼 623 袁如义 郑语天 卞敬业 邓尚平 方一舟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321 董津鸣 贺恬恬 侯淼沁 江鑫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421 戴欣伟 何叶平 胡凯莉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313 赵欣欣 郑春梅 周兆佳 仇家文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116 李慧慧 李群 李鑫莹 刘小燕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201 殷雪 袁珈琳 朱政敏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209 徐荣彩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323 史韵 王纯涓 吴雨婷 王婧宇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113 王亚会 夏敏洁 许静涵 薛萌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216 王丽洁 王文元 王幸 吴国婷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222 王梦乔 王若溪 王晓霞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422 朱子晖 字国萍 邹益思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416 张梦瑶 张诗祺 周沁璇 朱洁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202 吴丽梅 谢雪菁 徐相宜 杨冬丽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103 黄金金 李一真 林钰奇 凌雨虹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117 刘娅 陆红玲 潘雅静 王雅逸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322 李诗艺 李翌 彭钰 沈宇航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107 邱思懿 宋安娜 蒙相红 徐芸芸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105 马姣 莫欣竹 吴琼 彭诗颖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210 王彦滢 吴奕卓 夏语欣 肖林英

企管院 四号站 14 号楼 205 丁小琦 范冬燕 李林映 李玉屏

企管院
三号站8号楼乙单元

606
李涵 楼昱清 向林

学院合住（41 间）
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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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八舍 327

（能电、法学院合

住）

刘泽军 刘瑞华 何琦

学院合住

教学区九舍 235

（公管、商学院合

住）

潘玮 邢钰佳 高雅薇 李笑寅

学院合住

教学区九舍 344

（理学、商学院合

住）

李巍 许若凡 宋婷

学院合住

教学区九舍 346

（理学、商学院合

住）

张航 刘天娇 周秀 焦雅

学院合住

教学区九舍 440

（计信、能电院合

住）

任紫璇 关晓玲 靳海霞 陈蓉

学院合住

教学区九舍 546

（商学、大禹院合

住）

李雨凡 沈心悦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六舍 422

（外语、商学、公

管院合住）

倪可馨 刘琦 程琴琴 邢悦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六舍 436

（商学、马学院合

住）

黄晓丹 董松凤 周盼盼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六舍 530

（外语、商学院合

住）

骆小荣 张盛美 吴雨萌 周雨欣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六舍 622

（力材、能电院合

住）

秦昭巧 刘莉 刘珮瑶 李晴晴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六舍 624

（力材、商学院合

住）

李思 蒋何苗 洪丽颖 何晨媛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六舍 628

（法学、力材院合

住）

吴丽娴 赵乐 张晶晶 王月

学院合住

教学区六舍 633

（大禹、力材院合

住）

黄维璇 资贤 王梁缘

学院合住

教学区十七舍 618

（大禹、力材院合

住）

佘泽昇 陈旭东 陈禹

学院合住

教学区十七舍 714

（大禹、力材院合

住）

赵帅 付思鹏 陶佳乐 吴志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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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学院合住

教学区十七舍 715

（力材、大禹院合

住）

张昌满 吴磊 冯超

学院合住

教学区十七舍 910

（商学、能电院合

住）

邓强

伊力亚

尔·百合

提

丁研 高文强

学院合住

教学区十一舍 511

（地学、计信院合

住）

王耀 马鸿发 李逸群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304

（计信、商学院合

住）

夏柯杰 曹东杰 阚文韬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306

（理学、能电、商

学院合住）

马建 范远哲 高天翱 邢昊明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307

（理学、商学院合

住）

陈致祺 刘嘉文 邓枝聪 秦天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308

（理学、能电院合

住）

查若水 王秋实 任祥生 李天峰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309

（理学、能电院合

住）

孙天泽 瞿松涛 吴凡 田雨明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310

（理学、商学院合

住）

汤祥 张超宇 王森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413

（年级合住、理学、

能电院合住）

王安州 李想 乔治业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416

（理学、商学院合

住）

龙志鹏 崔敬远 高志伟 李耀松

学院合住

教学区四舍 420

（理学、计信院合

住）

甘畅 李晨玮 何凯 单仔正

学院合住

一号站 2号楼 409

（机电、物联网院

合住）

江兴 廖新科 梁铉培 林秉群 刘栋 梅瑞成

学院合住

一号站 2号楼 601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贾坤勇 徐铂轩 司晨瑞 闫海东 余仔涵 张军威

学院合住

一号站 2号楼 606

（机电、物联网、

企管院合住）

俞志鹏 赵小明 周泽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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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宿舍编号 宿舍成员

学院合住

一号站 2号楼 603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顾子阳 贾子豪 李宸昊 王彬 吴卓然 谢晨

学院合住

一号站 2号楼 405

（机电、物联网院

合住）

袁智灵 张玉潇 赵栩辉 周彦华 曹冲 陈新

学院合住

一号站 2号楼 604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胡彦 孙元喆 徐志豪

学院合住

三号站 4号楼 514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刘淼 彭成 孙唯冲 吴彦泽 吴漾 夏豪磊

学院合住

四号站 14号楼 204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刘银 宋玥 荣文寒

学院合住

四号站 14号楼 304

（机电、物联网、

企管院合住）

薛旻楠 于洋洋 朱兴玲 岑卫琦

学院合住

四号站 14号楼 417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张修 田小渝 王娟

学院合住

四号站 14号楼 414

（机电、物联网、

企管院合住）

孙晓莹 万阳影 郑韵怡

学院合住

四号站 14号楼 522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张加慧 赵思缘 祝子玉 左方津

学院合住

四号站 14号楼 623

（物联网、企管院

合住）

林婷君 韦钰霞 许荣力

学院合住

三号站 8号楼乙单

元 503

（机电、物联网院

合住）

李嘉祺 汤敏 张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