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西安科技大学 2020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公示

（第一批）

根据教育部及陕西省有关文件精神，按照《西安科技大学推荐与接收优秀应

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西科办发〔2015〕63 号）、

《关于做好 2020 年推荐与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经学生个人申请，各学院资格审查、思想品德考核、综合能

力测试和公示，学校推免生遴选与接收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我校拟推荐以下学生

取得 2020 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资格，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9月 18 日～9月

30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向我校研究生院或监察处反

映。

联系电话：029-85583845（研究生院）,029-83856341（监察处）

研究生院

2019 年 9 月 18 日

附件：西安科技大学 2020 年拟推荐免试学生名单

学院名称 姓名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璐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杨帅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支梅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春艳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曾俊峰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致君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弋佳正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白杨阳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车博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政达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时敬军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 沈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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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化工学院 李婷

化学与化工学院 张娜娜

化学与化工学院 雪佳

化学与化工学院 杨珍妮

化学与化工学院 肖雨辰

化学与化工学院 张豪豪

化学与化工学院 石少森

化学与化工学院 崔辰鑫

化学与化工学院 吕艳青

机械工程学院 王健龙

机械工程学院 魏娟萍

机械工程学院 余德锋

机械工程学院 任思敏

机械工程学院 万继成

机械工程学院 孙超

机械工程学院 徐慧慧

机械工程学院 刘司宇

机械工程学院 胡德顺

机械工程学院 许欣

机械工程学院 雷磊

机械工程学院 马宁阁

机械工程学院 刘俊棋

机械工程学院 蒋子强

机械工程学院 董玲玲

机械工程学院 李金泽

机械工程学院 王天虓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胡支恒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龚昌丹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聪苗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安玉姣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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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叶雯

艺术学院 马惠国

艺术学院 包宇祺

艺术学院 周猛猛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葛欣兰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刘娜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张依滕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谢永妮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袁茵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贺小艳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纪康康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胡少毅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陈俊敏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慕涛涛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姚萌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王颖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杨兴林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尚海涛

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柳子惠

理学院 赵菲

理学院 康佳琪

理学院 苏梦琳

理学院 朱雨赏

管理学院 史家荣

管理学院 冯若雯

管理学院 贠思静

管理学院 赵美萱

管理学院 孙美娟

管理学院 贾茹芸

管理学院 刘幸

管理学院 杨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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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王美君

管理学院 刘蓉

管理学院 郭珂茹

管理学院 苏倩

管理学院 闫俊茹

管理学院 王翔宇

管理学院 李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赵新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谷美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郑峭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段雪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段正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罗佳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邓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蒋磊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杨瑞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韦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吕佳豪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宋卓西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刘建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梁港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雷蕾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肖智杰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张茜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李乐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郭壮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陈奇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栾溪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吴占强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赵梓琪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杨娜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陈韵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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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学院 蒋京泰

能源学院 张雷铭

能源学院 韩志成

能源学院 王少懿

能源学院 黄宝发

能源学院 冯杰

能源学院 郭凯

能源学院 吴子睿

能源学院 陈闯

能源学院 吴燕妮

地质与环境学院 杜淑盼

地质与环境学院 宋志奇

地质与环境学院 钞楠

地质与环境学院 宋文睿

地质与环境学院 刘雨欣

地质与环境学院 王媛

地质与环境学院 李珍艳

地质与环境学院 谢倩祎

地质与环境学院 卢希

地质与环境学院 胡宜亮

地质与环境学院 牛苗苗

地质与环境学院 陈云芝

地质与环境学院 张蕾

地质与环境学院 常佳宁

地质与环境学院 任子君

地质与环境学院 崔铭驿

地质与环境学院 王子毓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郑思凡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张少杰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靳张涛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刘尧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包晟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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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曹静菲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党梦珂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丁楠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安倍逸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万依依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许犇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师玉红

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 代一凡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王庭钰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韩田昕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赵珂

测绘学院 曹亚楠

测绘学院 许珅燊

测绘学院 李琴

测绘学院 杜雨阳

测绘学院 白益凤

测绘学院 段维纳

测绘学院 张晓晨

测绘学院 武金辉

测绘学院 黄珂瑶

测绘学院 杨冰洁

测绘学院 杜彦君

测绘学院 郎立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