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易学字〔2019〕11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学校易班学生工作站秋季招新 

拟录用干部名单的通知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易班学生工作站体系，充实学校易班学生干

部队伍，学校易班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经学院推荐、

学生自主报名，通过笔试、面试等数轮选拔，学校易班发展中心商

议决定，拟录用下列 92位同学，名单如下： 

 

部门 姓名 学院 班级 

综合行政部 

苏舒 材料示范学院 材料 sy1902 

赵舒心 材料学院 成型 zy1902 

李汉颖 材料学院 成型 1902 

胡澜 材料学院 材料类 1907 

康家全 交通学院 交通类 1904 

张少谦 交通学院 海工类 1902 

刘宇晗 交通学院 海工类 1905 

范祥烨 机电学院 工业 gc1902 

叶玮昕 能动学院 轮机 1907 

陈冠臻 自动化学院 电气 1902 

刘子涵 自动化学院 电气 1901 

侯佳伟 化生学院 化工 1903 

狄轩羽 管理学院 工商 1903 

周嘉华 经济学院 电商 1902 

邓欣雨 艺设学院 设计 1907 

 
秦攀峰 交通学院 海工类 1903 

王政泽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11 



创意策划部 

罗依依 土建学院 建筑类 1901 

彭威 土建学院 土木类 1905 

何毅鹏 土建学院 土木类 1901 

李珂珂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904 

赵佳浩 物流学院 机设 1903 

赵丹洋 艺设学院 设计 1905 

吴铮怡 国教学院 金融 gj1902 

张越 国教学院 金融 gj1901 

张齐 国教学院 金融 gj1903 

徐楚媛 国教学院 车辆 gj1904 

技术开发部 

 

罗玮淇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09 

袁子能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07 

张博文 能动学院 油气 1902 

屈盈盈 土建学院 建筑 1902 

陈芷伊 资环学院 地科 1902 

燕俊竹 物流学院 物流类 1904 

王瑞雪 物流学院 物流类 1905 

张青号 物流学院 机设 1906 

马理彦 经济学院 金融 1901 

谌宇贝 艺设学院 设计 1902 

刘霄楠 安全应急学院 公管大数据 1901 

媒体运营部 

刘桐昊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10 

陶玥明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10 

张烨杨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12 

谢颖 机电学院 工业 gc1902 

马显 能动学院 能动 1901 

杨午懿 土建学院 土木类 1901 

杨李杰 资环学院 地科 1903 

门殿祥 资环学院 环工 1802 

鲁黎霞 自动化学院 电气 1906 

张天宇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904 

钱健如 自动化学院 电气 1902 



洪鸣远 航运学院 航海 1904 

麦琪 管理学院 工商 1905 

何梦婕 管理学院 工商 1902 

关曦 管理学院 工商 1903 

梁世灵 经济学院 经济 cy1901 

朱馨芸 经济学院 金融 kj1901 

卢奕婷 外国语学院 英法 sy1901 

推广联络部 

王蕊 材料学院 材料类 1914 

马艺玲 交通学院 交通类 1904 

李子贤 交通学院 船海 zy1901 

闫明歌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06 

江敏 信息学院 通信 zy1901 

戚帅杰 信息学院 电信工 1904 

陈亚茹 化生学院 制药 zy1901 

乔巧 化生学院 生物 1901 

王爽 管理学院 信管 1901 

曹非凡  经济学院 金融 kj1901 

何逸飞 安全应急学院 公管大数据 1901 

网站编辑部 

蔡捷伃 材料学院 材料类 1914 

刘富瑞 汽车学院 车辆类 1910 

陈鹏 土建学院 土木类 1906 

任光劲 资环学院 地科 1901 

王子文 信息学院 电信工 1901 

杜愈薇 信息学院 电信工 1902 

肖疏影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904 

王馨怡 自动化学院 电气 1902 

孙绪浩 航运学院 航海 1901 

苑汝堂 理学院 数学类 1904 

刘新月 化生学院 制药 1901 

何朴静 艺设学院 工设 g1902 

周川粤 外国语学院 外语类 1901 

 陈曦 材料学院 材料类 1908 



祁明轩 材料学院 材料类 1915 

影像摄制部 

何俊泽 交通学院 海工类 1903 

游腾荃 机电学院 机电 1902 

陈逸飞 能动学院 轮机 1908 

曹洁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903 

郭浩然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905 

仇辰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902 

桑杨 化生学院 应化 1901 

祝福 马克思学院 思政 1901 

梁敏 法学社会学院 新闻 1901 

武碧珩 国教学院 车辆 gj1901 

 

 

 

武汉理工大学易班发展中心 

2019年 10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