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庆大学第四十一期“树声”创新创业大讲堂 

参会学生名单 
姓名 学院 学号 

刘宗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2733 

夏梓耕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2821 

殷梓铖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2906 

张梦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2949 

王  婧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191567 

张一琳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191726 

徐小天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579 

李润东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44 

梁均铭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45 

路涛涛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77 

彭越涵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707 

何  玄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709 

王志杰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724 

邓宇轩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734 

隆芊积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769 

胡子涵 电气工程学院 20193237 

喻泓策 电气工程学院 20193284 

彭  磊 电气工程学院 20193457 

曾  倩 电气工程学院 20193467 

周芋伶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421 

彭佳欣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11 

任  涛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56 

杨博飞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57 

陈星多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63 

蒋卓言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65 

谢鹏飞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67 

钟一帆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68 

陈鑫果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69 

贺  赟 法学院 20190436 

范晶晶 法学院 20191534 

史欣瑶 法学院 20201531 

赵蓬勃 公共管理学院 20190005 

魏鸿燕 公共管理学院 20200109 

杨  洋 公共管理学院 20200186 

李  雯 公共管理学院 20200188 

辛文芮 公共管理学院 20200189 



孙珑溢 公共管理学院 29180205 

蔡香玉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175633 

杨  翠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180732 

陈  其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501 

黄佳俊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503 

屈钰琳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536 

吴炯蕾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574 

秦渝杰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592 

李  婷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646 

肖叶红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647 

甘山红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682 

柯安乐 光电工程学院 20192490 

安珍娟 光电工程学院 20193667 

蒋代平 光电工程学院 20202403 

李凌凡 光电工程学院 20202507 

程纪源 弘深学院 20180451 

尧俊杰 弘深学院 20195151 

刘周周 弘深学院 20201933 

章  驰 弘深学院 20201936 

何沁蔓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546 

蒋媛媛 化学化工学院 20195317 

谭道林 化学化工学院 20195751 

许家瑞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397 

吴  蓉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06 

鲍洪鹏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16 

叶旭雨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21 

钱灵敏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47 

杨  莉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49 

兰  果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56 

熊  天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507 

汪  琪 环境与生态学院 20205281 

王蕴睿 机械工程学院 20182140 

罗海波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49 

次旦罗布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52 

徐利凯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53 

李  静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59 

杨  双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62 

久美多吉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77 

黎嘉晖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89 

舒  天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92 

胡宇鑫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94 

杨永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95 

傅浩哲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97 



郑寒柯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00 

刘  磊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01 

薛志坚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03 

汪文涛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04 

高  濠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07 

付  磊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09 

潘晋阳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10 

秦紫渝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12 

粟  冰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17 

周  庞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21 

姜  科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24 

张力夫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30 

卢嘉怡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36 

李佩玲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38 

张宇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43 

张鑫怡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87 

李德彬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98 

白沐野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02 

彭  岛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09 

程家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10 

刘  佳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13 

李  晨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15 

高副雄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16 

苗  茁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21 

徐浩勋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22 

田鑫宇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25 

董卓朋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26 

张元文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32 

郭青松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33 

姚欣磊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34 

吴萱雨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36 

唐  晴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37 

阙  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38 

冯传运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39 

李嘉欣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0 

吴亨鹏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1 

陈星先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2 

张旭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3 

张海翔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4 

张梓文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6 

张  旭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7 

朱运鑫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8 

王世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49 



贺渝浩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50 

盘云晨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53 

伏信波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54 

王海棠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55 

周洪正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56 

熊鹏程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57 

邓涵俊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58 

谭鹏辉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0 

李莘莘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2 

黄治颖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3 

韦淼铖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4 

王润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5 

曾浩然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9 

陈韩昊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0 

滕丕儒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1 

何  伟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2 

叶逸之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3 

魏晋塬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4 

王  镤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5 

秦  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6 

努尔艾力·阿力甫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7 

刘鹏博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9 

刘升波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1 

潘  洋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2 

田  淋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3 

方楚蕊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6 

李欣怡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7 

黄  辉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8 

张  龙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9 

黄楷恺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90 

鲜  涛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99 

阿布都萨米江·阿布都卡

哈尔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02 

陆晓熙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03 

张浩然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04 

程  韬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09 

周兰兰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10 

谢  渝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12 

李  涵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13 

王  玉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36 

臧  震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39 

张振宇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45 

张山林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50 



何星松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58 

刘慧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66 

张亚征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67 

姚  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79 

肖世杰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81 

罗天佑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88 

刘  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89 

杨旭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0 

闫金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1 

林韦强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2 

钱恩泽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3 

王  璐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4 

吴  明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5 

王振宇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7 

颜金龙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8 

刘  卿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9 

夏永刚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300 

张  轶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301 

郭超众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302 

曾泥力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303 

余  快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304 

王俊杰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305 

喻依龄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745 

鄢  翔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814 

石柱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5338 

陈  可 机械工程学院 20195671 

高  明 计算机学院 20191675 

孟川洋 计算机学院 20193575 

宁可馨 计算机学院 20194201 

章俊文 计算机学院 20194231 

蓝兴烨 计算机学院 20204155 

何  锐 计算机学院 20204156 

谢占梅 计算机学院 20204161 

熊巧灵 计算机学院 20204164 

辛  悦 计算机学院 20204179 

郑英杰 计算机学院 20204217 

罗成员 计算机学院 20204226 

余柯南 计算机学院 DZ200029 

韦海浪 计算机学院 DZ200030 

马  祥 计算机学院 DZ200031 

施赛星 计算机学院 DZ200035 

覃智科 计算机学院 DZ200036 

刘润峰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470 



陈方边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80201 

陈璐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80208 

何景晖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80311 

杨佳琪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50 

袁诗贻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51 

杨铭飞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60 

李  箫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62 

张诗湉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305 

蒋志玲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342 

刘沛莹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457 

张  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213 

方  潇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219 

肖远晁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272 

王家杰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273 

胡  野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05 

肖  扬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16 

熊帝权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21 

比拉力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41 

李旭珍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82 

陈秋池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83 

赵钰杭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85 

陈  鹤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10 

黄藓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13 

巫梦雪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33 

易思序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59 

卢健明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096 

刘永平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147 

邓润晞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156 

万学晔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186 

游雨杭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207 

赵燕影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214 

黄离欣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218 

任绎鸣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220 

唐启曙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8203169 

颜  程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21 

彭超颖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27 

王银霜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28 

付子杰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72 

高美玉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74 

刘继武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747 

常家霖 生物工程学院 20196056 

平博宏 生物工程学院 20196063 

邓  欢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91867 



李昇暘 土木工程学院 20204692 

张福祥 土木工程学院 20204721 

曾译璇 外国语学院 20194021029 

王艺明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3676 

木合塔芝·阿达勒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3771 

刘荣华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3598 

曾科皓 物理学院 20205854 

赵  阳 物理学院 20205934 

廖军豪 物理学院 20205948 

胡圆金 物理学院 20205950 

刘义博 物理学院 20205971 

张秦川 物理学院 20205982 

蒋水斌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195592 

钟元华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5669 

乐  嫣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5691 

李敬文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5708 

刘建国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5750 

聂  聪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205751 

张少五 自动化学院 20195324 

史  哲 自动化学院 20204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