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易学字〔2020〕7 号 

 

关于公布 2020 年学校易班学生工作站秋季招新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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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录用下列 75位同学，名单如下： 

 

部门 姓名      学院 班级 

综合行政部 

王鑫铭 材料学院 成型 2002 

刘振轩 材料学院 材料类 2001 

靳铠睿 机电学院 测控 2003 

刘诗阳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2001 

许 洁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2001 

冯靖凡 航运学院 航海 2004 

张嘉文 理学院 工力 2001 

徐秋涵 马赛学院 制药 H2002 

栗姗姗 经济学院 国贸 2002 

彭佳琪 艺设学院 设计学类 2007 

王婧凝 法社学院 法学 2001 

牛伟佳 法学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 2002 

江姝含 安全应急学院 应急 2001 

陈思钭 国教学院 金融 gj2002 

张嘉宾 国教学院 车辆 gj2002 

媒体运营部 

崔江杰 材料学院 材料类 2004 

曲 颖 交通学院 交通类 2006 

霍柏年 机电学院 机电 2001 

雷淑悦 信息学院 电信工 2004 



卢千禧 自动化学院 电气 2005 

陈悦峰 物流学院 机设 2004 

何馨宁 外国语学院 外语类 2006 

贾煜萌 马克思学院 政治 2001 

网站编辑部 

吕嘉飞 材料学院 成型 2001 

付天立 机电学院 测控 2003 

汪 陈 机电学院 机电类 2005 

李薷玥 能动学院 能动 2004 

傅禹超 土建学院 土木 2012 

安一冉 计算机学院 大数据 2001 

吴泽昊 航运学院 航海 2001 

徐 鸿 物流学院 物流类 2007 

徐玉珍 艺设学院 工设 g2002 

李预真 艺设学院 动画 2001 

创意策划部 

王天心 交通学院 交通类 2003 

朱斌青 交通学院 海工类 2001 

高艺倩 汽车学院 车辆类 2010 

吴章孝宇 机电学院 测控 2003 

周若宜 机电学院 机电 2009 

占庆兰 计算机学院 大数据 2001 

高孝强 计算机学院 大数据 2001 

李 硕 自动化学院 电气 2001 

张文杰 物流学院 物流类 2002 

赵梓毅 马赛学院 生物技术 H2002 

徐建敏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2009 

邓欣宇 安全应急学院 公管 2001 

易千然 国教学院 金融 gj2003 

艺术设计部 

陈柏延 机电学院 机电类 2008 

罗 敢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2003 

高 远 航运学院 航海技术 2001 

郝嘉明 物流学院 机设 2001 

刘烜睿 化生学院 应化 2003 

林思静 艺设学院 设计 2003 

王美兰 外国语学院 外语类 2005 

范珂凝 马克思学院 政治 2001 

余飞扬 国教学院 金融 gj2003 

推广联络部 刘屹檬 材料学院 材料类 2014 



鲍相达 交通学院 交通类 2002 

严 瑾 交通学院 交通类 2002 

章世杰 交通学院 交通类 2006 

邵正乐 资环学院 环科 2002 

郭辰阳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2006 

王若冰 经济学院 金融 kj2001 

王雪莹 艺设学院 设计学类 2008 

程诗唯 外国语学院 英日 2006 

丁乐怡 国教学院 金融 gj2003 

阮可嫣 国教学院 车辆 gj2001 

学生摄影团队 

董腾飞 交通学院 交通类 2006 

傅禹超 土建学院 土木 2012 

安一冉 计算机学院 大数据 2001 

徐 鑫 自动化学院 电气 2005 

谢宇航 自动化学院 电气 2004 

吴 尚 物流学院 物流类 2002 

刘烜睿 化生学院 应化 2003 

林思静 艺设学院 设计 2003 

徐玉珍 艺设学院 工设 g2002 

马昕一 艺设学院 设计学类 2003 

赵慧珊 法学社会学院 法学 2002 

郑心照 国教学院 金融 gj2001 

童 睿 国教学院 车辆 gj2001 

阮可嫣 国教学院 车辆 gj2001 

赵子渊 交通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易班发展中心 

2020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