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庆大学第四十三期“树声”创新创业分享会 

参会学生名单 

姓名 学院 学号 

范渝婷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419 

徐骏飞 美视电影学院 20201208 

李文慧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76 

段洪洲 艺术学院 20190966 

原启航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3778 

王诗钞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636 

王  帅 机械工程学院 20186303 

彭超颖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27 

任  乐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27 

吴  畏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190489 

谢少东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190645 

蒋水斌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195592 

龙美锦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91 

赵蓬勃 公共管理学院 20190005 

马侑才 化学化工学院 20175404 

熊紫胭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3004 

孙  楠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78 

王  婧 艺术学院 20200970 

秦紫渝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12 



邓浩然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784 

杨铭飞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60 

邓文定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25 

周先勇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61 

谢  渝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12 

魏嘉琪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40 

方楚蕊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6 

张山林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50 

胡晟源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3710 

肖  琼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416 

代巧雯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422 

肖世杰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81 

熊帝权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21 

文雅琪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425 

李  涵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13 

顾宽宇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3678 

杨希睿 计算机学院 20194230 

余  快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304 

王  玉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36 

王银霜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28 

张  悦 公共管理学院 20190006 

陈方迪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80201 

梁若钤 公共管理学院 20190055 



余  顺 资源与安全学院 20195610 

张  强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86 

杨  霜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52 

胡炳旭 光电工程学院 20192370 

刘  玥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84689 

姚梦晴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505 

江依桁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408 

刘湘鹏 电气工程学院 20193269 

段湘俊 自动化学院 20193868 

薛梦达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532 

张春宇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399 

郜玉鹏 电气工程学院 20193504 

张  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2997 

王曦鑫 机械工程学院 20202208 

谢佳怡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492 

罗  睿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575 

周芋伶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421 

李郝岩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704 

曾思洋 光电工程学院 20202539 

路涛涛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77 

曾文歆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23 

何  伟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72 

郑秀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61 



许瀚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89 

宋一帆 公共管理学院 20200047 

曹昕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36 

王伟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31 

徐诗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33 

张玉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23 

卢少柯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22 

程  浩 土木工程学院 20204846 

康秀清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091 

戴一凡 药学院（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20206166 

骆百一 药学院（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20206165 

张梦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705 

任嘉怡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76 

冯  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671 

冉菲菲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253 

冷雪驰 公共管理学院 20200041 

陈莎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893 

王子腾 计算机学院 20204180 

刘雳涵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406 

曲昌昊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3720 

高  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874 

乔晓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873 

李文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3022 



迪丽巴尔·木塔力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24 

彭晶玲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3789 

卢嘉怡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36 

李佩玲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38 

谭焯予 化学化工学院 20205423 

高美玉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74 

杨舒婷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90 

马文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52 

蒋  雨 化学化工学院 20176426 

邓咏姗 艺术学院 20200968 

李雪婷 光电工程学院 20202396 

雒瑞炎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47 

粟  冰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17 

张  衡 药学院（创新药物研究中心） 20195545 

邹  亿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80 

兰  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749 

王润东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5 

潘  洋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82 

赵晨辰 美视电影学院 20181216 

郑谦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28 

陈淼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27 

余朴华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08 

陈  鹤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10 



罗凤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898 

赵慧芸 生物工程学院 20205552 

张吴秀 生物工程学院 20205544 

潘雪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69 

袁祖宜 化学化工学院 20185413 

蒋晓宛 自动化学院 20193815 

袁  园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104 

方  潇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219 

夏  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829 

周英慧 自动化学院 20193896 

王嘉欣 自动化学院 20193902 

李莘莘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162 

陈立刚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203659 

谭露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18 

李佳桐 艺术学院 20201091 

周尚坤 光电工程学院 20202604 

杨  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00 

张鹏宇 光电工程学院 20202595 

张综文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491 

涂刘煜 电气工程学院 20193474 

罗海波 机械工程学院 20191949 

王  博 美视电影学院 20201203 

张俊吉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94027 



朱熙凤 化学化工学院 20195341 

鲍文威 电气工程学院 20203555 

杨家辉 环境与生态学院 20195126 

龙  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878 

周清鑫 微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82674 

刘  畅 土木工程学院 20194853 

陈美嘉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301 

闫金豪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1 

黄佳俊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200503 

宁可馨 计算机学院 20194201 

林韦弦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92 

唐  杰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116 

孙宇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3025 

黄  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29 

张新伟 光电工程学院 20202594 

缪沁栩 生物工程学院 20195579 

罗天佑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288 

郑家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30 

卢波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45 

罗  涵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886 

刘志明 自动化学院 DZ200048 

袁泽强 自动化学院 DZ200050 

钟俊杰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37 



董倍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39 

张钰蕾 大数据与软件学院 20201681 

程自立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424 

吴宇桐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0449 

邓嘉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02 

桂  晴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 20180542 

朱鹏远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25 

吴宇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52 

田德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21 

左  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19 

袁高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42 

罗  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43 

王  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02936 

秦文骏 自动化学院 20203973 

魏子继 土木工程学院 20194947 

谢亚蓉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200331 

潘晋阳 机械工程学院 20192010 

马镇财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0203111 

孔金沙 公共管理学院 20190181 

李易燔 弘深学院 20205644 

张依凌 公共管理学院 202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