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 考试形式
1 汽技14401 141808112 袁杰 技术论文写作 上机
2 汽技14401 141809105 邹黑豹 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 实操
3 汽检14402 131806225 吴晓波 技术论文写作 上机
4 汽检14402 131806225 吴晓波 汽车专业英语 笔试
5 汽检14402 131806225 吴晓波 数学/线性代数 笔试
6 汽检14402 131806225 吴晓波 项目专门化1 实操
7 汽检14402 131806225 吴晓波 项目专门化2 实操
8 汽检14403 141807318 程辉南 英语 笔试
9 汽检14403 141807332 李祥 数学/线性代数 笔试
10 汽检14403 141807332 李祥 英语 笔试
11 汽检14403 141807304 刘佳诚 汽车机械基础 笔试
12 汽检14404 141807444 孙磊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实操
13 汽检14404 141807444 孙磊 机械制图 笔试
14 汽检14404 141807444 孙磊 技术论文写作 上机
15 汽检14404 141807444 孙磊 汽车电气构造与维修 实操
16 汽检14404 141807444 孙磊 汽车机械基础 笔试
17 汽检14404 141807444 孙磊 文学鉴赏 笔试
18 汽运14401 141801116 彭正一 汽车故障诊断与检测技术 实操
19 汽运16301 161831112 常勇 车身修复与涂装（汽运中） 实操
20 汽运16301 161831112 常勇 故障诊断（汽运中） 实操
21 汽运16301 161831112 常勇 计算机（汽运中） 笔试
22 汽运16301 161831112 常勇 数学（汽运中） 笔试
23 汽运16301 161831112 常勇 英语（汽运中） 笔试
24 汽运16301 161831112 常勇 语文（汽运中） 笔试
25 汽运16301 161831112 常勇 自动变速器（汽运中） 实操
26 汽运16301 161831126 陈文修 语文（汽运中） 笔试
27 汽运16301 161831113 蒋杰 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运中） 实操
28 汽运16301 161831113 蒋杰 汽车机械基础（汽运中） 笔试
29 汽运16301 161831113 蒋杰 数学（汽运中） 笔试
30 汽运16301 161831113 蒋杰 自动变速器（汽运中） 实操
31 汽运16301 161831109 金枭一 车身修复与涂装（汽运中） 实操
32 汽运16301 161831109 金枭一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运中） 实操
33 汽运16301 161831109 金枭一 故障诊断（汽运中） 实操
34 汽运16301 161831109 金枭一 数学（汽运中） 笔试
35 汽运16301 161831109 金枭一 英语（汽运中） 笔试
36 汽运16301 161831109 金枭一 语文（汽运中） 笔试
37 汽运16301 161831109 金枭一 自动变速器（汽运中） 实操
38 汽运16301 161831110 李嘉濠 故障诊断（汽运中） 实操
39 汽运16301 161831125 吕凯 故障诊断（汽运中） 实操
40 汽运16301 161831125 吕凯 数学（汽运中） 笔试
41 汽运16301 161831125 吕凯 语文（汽运中） 笔试
42 汽运16301 161831125 吕凯 自动变速器（汽运中） 实操
43 汽运16301 161831114 苏志旺 数学（汽运中） 笔试
44 汽运16301 161831114 苏志旺 语文（汽运中） 笔试
45 汽运16301 161831108 孙涛 数学（汽运中） 笔试
46 汽运16301 161831111 王逸龙 数学（汽运中） 笔试
47 汽运16301 161831111 王逸龙 语文（汽运中） 笔试
48 汽运16302 161831204 蔡翔宇 德育 笔试
49 汽运16302 161831246 陈星菱 德育 笔试
50 汽运16302 161831246 陈星菱 汽车电工电子（汽运高） 笔试
51 汽运16302 161831246 陈星菱 数学（汽运中） 笔试
52 汽运16302 161831246 陈星菱 自动变速器（汽运中） 实操
53 汽运16302 161831208 贾梓凡 德育 笔试
54 汽运16302 161831208 贾梓凡 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运中） 实操
55 汽运16302 161831208 贾梓凡 计算机（汽运中） 笔试
56 汽运16302 161831208 贾梓凡 汽车结构认识（汽运中） 笔试
57 汽运16302 161831208 贾梓凡 体育（汽运中） 实践
58 汽运16302 161831208 贾梓凡 英语（汽运中） 笔试
59 汽运16302 161831227 李申奥 电气构造与维修（汽运中） 实操
60 汽运16302 161831225 刘子锋 德育 笔试
61 汽运16302 161831225 刘子锋 底盘构造与维修（汽运中） 实操
62 汽运16302 161831225 刘子锋 计算机（汽运中） 笔试
63 汽运16302 161831225 刘子锋 汽车结构认识（汽运中） 笔试
64 汽运16302 161831225 刘子锋 整车维护（汽运中） 实操



65 汽运16302 161831225 刘子锋 自动变速器（汽运中） 实操
66 汽运16302 161831224 王俊杰 体育（汽运中） 实践
67 汽运16302 161831224 王俊杰 语文（汽运中） 笔试
68 汽运16302 161831206 赵祥 发动机构造与维修（汽运中） 实操
69 汽运16302 161831206 赵祥 体育（汽运中） 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