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第14届）厦门大学“景润杯”数学竞赛（专业组）考场考号安排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级、专业班 参赛组别 学院 考场

20170201 鲍英铄 男 1608170325 16计本非3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4

20170202 朱婷婷 女 1405140104 14电信1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03 陈坤琳 女 1404110145 14统计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4

20170204 余忠平 男 1405013120 14电气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05 何静 女 1405150115 14物本非 非专业组 物信学院 砺224

20170206 陈鹏理 男 1405140247 14电信2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07 陈泽理 男 1605120143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08 郭雪琴 女 1606090228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4

20170209 洪国源 男 1405150139 14物本非 非专业组 物信学院 砺224

20170210 胡柳妍 女 1618040239 16金融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4

20170211 黄晓雯 女 1408170108 14计本非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4

20170212 李晓红 女 1405150110 14物本非 非专业组 物信学院 砺224

20170213 李奕熳 女 1618040243 16金融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4

20170214 林雯婷 女 1606000129 16化本一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4

20170215 林烨欣 女 1606090130 16应化一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4

20170216 林志斌 男 1405140246 14电信2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17 刘承鑫 男 1605130233 16电气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18 刘文平 男 1406100139 14环境科学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4

20170219 刘鑫 男 1405150146 14物本非 非专业组 物信学院 砺224

20170220 邱思婷 女 1618030215 16国贸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4

20170221 沈燕 女 1508180107 15网络1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4

20170222 苏俊彬 男 1605120144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23 田金辉 男 1608170245 16计科2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4

20170224 王炜权 男 1405150125 14物本非 非专业组 物信学院 砺224

20170225 王钰榕 女 1405150116 14物本非 非专业组 物信学院 砺224

20170226 吴能淦 男 1605140229 16电信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27 徐伟洋 女 1513100306 15食品三班 非专业组 生科 砺224

20170228 许奕衫 男 1605140233 16电信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29 易家谱 男 140150123 14物本非 非专业组 物信学院 砺224

20170230 张九龄 女 1505160110 15光电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31 张仁凤 男 1605140220 16电信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32 钟晓丹 女 1508190108 15软件一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4

20170233 陆茂霞 女 1605120223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34 欧雪雯 女 1605120114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35 刘荣珍 女 1411140121 14经济统计1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4

20170236 陈勒东 男 1608170228 16计科2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4

20170237 李翠敏 女 1605120120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38 蓝惠香 女 1606000122 16科学教育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4

20170239 薛坤荣 男 1505120139 15电本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40 王思佳 女 1513100127 15食品一班 非专业组 生科 砺224

20170241 虞启山 男 1609120211 16财务1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4

20170242 李邵辉 男 1605140226 16电信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43 黄敏 女 1518050111 15级营销1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4

20170244 黄金土 男 1606090248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4

20170245 林增 男 1605120153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46 王金玉 女 1505120120 15电本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47 罗平 男 1605120245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48 刘琦祯 男 1405120131 14电本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49 陈梦娟 女 1608170207 16计科2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4

20170250 谢传洪 男 1605160146 16光电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4

20170251 黄宗龙 男 1606000146 16化本一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52 杨美艳 女 1605130210 16电气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53 张旭 男 1605120150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54 张旭 男 1605140235 16电信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55 林万云 男 1405140217 14电信2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56 施琳 女 1412140212 14财务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5

20170257 周伟真 女 1413100233 14食品二班 非专业组 生科 砺225

20170258 许云芳 女 1405100125 14物本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59 王泽鹏 男 1508170245 15计本非2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60 王萌月 女 1406110121 14金融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5

20170261 李文静 女 1408170111 14计本非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62 江如菲 女 1404110137 14统计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63 陈锋泽 男 1508180136 15网络1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64 郑孝勇 男 1408180136 14网络1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65 胡旭蓉 女 1404110107 14统计班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66 谢佳佳 女 1404110130 14统计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67 刘远平 男 1404110141 14统计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68 蔡艳君 女 1405130101 14电气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69 沈玉燕 女 1605120205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70 郑伟东 男 1605120248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71 林鑫 女 1505100107 15级物理学师范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72 陈芙蓉 女 1606000103 16化本一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73 张小清 女 1608170303 16计本非3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74 苏贵蓉 女 1613100137 16食品一班 非专业组 生科 砺225

20170275 肖紫霞 女 1504090123 15统计班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76 周至圣 男 1605120140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77 陈婉卿 女 1609100117 16教育技术学1班非专业组 教科 砺225

20170278 龚圣卿 女 1605100129 16物本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79 林诚燕 女 1408170103 14计本非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80 郭艳 女 1606000144 16化本一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81 王玲敏 女 1606000117 16科学教育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82 陈静怡 女 1618030124 16国贸1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5

20170283 林小玲 女 1518070107 15人力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5

20170284 陈梅雅 女 1505100102 15级物理学师范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85 黄琦 女 1504090119 15统计班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86 闫方方 女 1606090206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87 王雪晶 女 1606090217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88 黄伟情 女 1606090201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89 潘涛 男 1618030207 16国贸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5

20170290 许轩珉 男 1606090133 16应化一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91 陈奕欣 女 1605120115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292 林琰 女 1608170226 16计科2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93 徐雪纯 女 1606000231 16化本2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94 卢冬婷 女 1606090205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295 曹良政 男 1609100111 16教技1班 非专业组 教科 砺225

20170296 王施原 男 1604110148 16统计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97 刘彬 女 1608170122 16计科1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5

20170298 黄小莉 女 1604110102 16统计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5

20170299 程凯欣 男 1605140236 16电信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5

20170300 吴莉娇 女 1606000204 16化本2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5

20170301 郑举南 男 1605120239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02 陈风吉 女 1605130208 16电气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03 李祺彬 男 1605140214 16电信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04 张玥 女 1606090205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05 郭仁琦 男 1606000149 16化本一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06 刘生杰 男 1605120136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07 吴泽斌 男 1605120241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08 李凤辉 女 1605160110 16光电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09 罗忠 男 1505100148 15级物理学师范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10 王裕 女 1606000124 16化本一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11 彭烨 男 1606130146 16化工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12 丁小红 女 1606000128 16科学教育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13 余仙爱 女 1518050121 15级营销1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6

20170314 郑冬银 女 1504090122 15统计班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6

20170315 郑晓雪 女 1504090104 15统计班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6

20170316 王思思 女 1506000235 15化本1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17 陈菁菁 女 1513100109 15食品一班 非专业组 生科 砺226

20170318 陈玉兰 女 1504090139 15统计班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6

20170319 丘育铭 男 1605120235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20 张雨鑫 女 1605160108 16光电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21 张培伟 男 1605120226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22 段冰雪 女 1606000102 16化本一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23 吴婧文 女 1504090137 15统计班 非专业组 数学 砺226

20170324 蔡隆达 男 1618040229 16金融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6

20170325 吴一清 女 1513080130  15园艺 非专业组 生科 砺226

20170326 杨娟 女 1618040245 16金融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6

20170327 柳娜娜 女 1605160112 16光电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28 杨莉 女 1606090231 16应化二班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29 余志强 男 1605120142 16电子1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30 林丽娜 女 1618020107 16经统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6

20170331 林素芳 女 1608170103 16计科1班 非专业组 计算机 砺226

20170332 陈东旭 男 1605160143 16光电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33 卢慰敏 女 1606000241 16科学教育 非专业组 化学 砺226

20170334 谢梓鑫 女 1605120207 16电子2班 非专业组 物信 砺226

20170335 陈德 男 1411110241 14国贸2班 非专业组 商学院 砺226

20170336 王欣悦  女 1613110142 16食安一班 非专业组 生科 砺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