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工业大学 2019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准考证号 

1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曾俊皓 118459100100001 

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范西岸 118459111845252 

3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耿东森 118459100100004 

4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黄亚军 118459111845253 

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李真 118459111845133 

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林立甫 118459111845134 

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刘跃生 118459100100010 

8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罗嗣春 118459100100011 

9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倪培燊 118459111845135 

10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唐梓敏 118459111845136 

11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王昕 118459100100015 

12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吴俊伟 118459100100016 

13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谢朝政 118459100100018 

14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徐海 118459110564254 

15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严都喜 118459100100019 

16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钟永彬 118459111845137 

17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朱成就 118459100100023 

18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陈栋 118459110360255 

19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冯敏 118459100200026 

20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葛鑫 118459100200027 

21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黄兴文 118459100200030 

22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李奇飞 118459110360256 

23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罗青宏 118459100200037 

24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罗厅 118459111845257 

25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沈之川 118459100200040 

26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汤卉 118459111845258 

27 材料与能源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赵曦 118459111845259 

28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戴林 118459100300048 

29 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刘亚群 118459100300049 

30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陈昌润 118459111845138 

31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焦夏男 118459100400059 

32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刘太亨 118459111845139 

33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谢启思 118459100000260 

34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杨勇 118459100400068 

35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赵理 118459100400071 



36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廖永为 118459100500079 

37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刘颖君 118459100500081 

38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应用工程 朱天翔 118459100500090 

39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蔡莉莉 118459100600092 

40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梁晓道 118459100600099 

41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廖俊威 118459111845261 

42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刘武源 118459100600100 

43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王林杰 118459100600102 

44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韦丽成 118459110559262 

45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肖泽 118459110459263 

46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郑赛利 118459100600105 

47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邢朝凤 118459110370264 

48 轻工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技术 杨洋 118459111845265 

4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邓金环 118459110564266 

5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关智杰 118459100700107 

51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任贺龙 118459100700112 

52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沈钱勇 118459100700114 

5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李波 118459110677267 

5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李博文 118459110140268 

5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王旭 118459110361269 

56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罗克文 118459100800129 

57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宋丽娟 118459100800134 

58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谭晓霞 118459111845270 

59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温韵柔 118459100800139 

60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张茜 118459100800145 

61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材料与工程 侯文隽 118459111845140 

62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材料与工程 肖淑华 118459111845141 

63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胡佩菊 118459101500152 

64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王玮 118459101500155 

65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徐晨浩 118459101500156 

66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材料物理与化学 袁丽芳 118459101500157 

67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李昕 118459101700163 

68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孙斐 118459101700174 

69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孙悦 118459101700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