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刘凯 电气工程 拟录取
www.jnpinpai.com http://www.jnpinpai.com
11 刘凯 电气工程 拟录取

5 周学治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校际拟录取

1 林少丛 电子与通信工程 校际拟录取

4 王青 电机与电器 校际拟录取

3 严庆增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

2 卢春艳 电力电子与电美女洗脚色情图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

1 杨泰朋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

1 周光霞 控制工程 院际拟录取

7 郝文涛 电气工程 院际特长生待录取

6 达峰 电气工程 院际特长生拟录取

5 刘飞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

4 电气工程梁沛然 电气工程 院际特长生拟录取

3 于洋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

2 杨艳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

1 吴玉玲 电气工程 院际拟录取

1 陆静 电子与通信工程 院际拟录取

2 袁莎莎 通信与信息系统 院际拟录取

1 向洁 通信与信息系统 院际拟刘凯录取

2 许帅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院际待录取

直播间美女视频
1 林娅静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院际拟录取

2 张明涛 电路与系统 院际待录取

1 姚万华 电路与系统 院际拟录取

1 臧其威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院际拟录取

10 李冬 控制工程 特长生拟录取

9 呼雷 控制工程 拟录取

8 学会直播间美女视频黄飞 控制工程 拟录取

7 刘云 控制工程 拟录取

6 你看传说之下sans色情图郝宇浩 控制工程 拟录取

5 綦振伟 控制工程 拟录取

4 杜安原 控制工程 拟录取

3 王健 控制工程 拟录取

2 陈寇忠 控制工程 拟录取

1 李培汁 控制工程 拟录取

1 唐金 电子与通信工程 拟录取

18 听听11唐全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7 马磊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6 梁亚舒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5 王艳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4 陈勋 电气工程 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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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事实上美女洗脚色情图岑苏琦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2 姚建国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1 刘凯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0 范冰冰色情图动态张苏楠 电气工程 拟录取

9 宋祖磊 电气工程 拟录取

8 刘广胜 电气工程 拟录取

7 刘杰 电气工程 拟录取

6 文振江 电气工程 拟录取

5 顾丹虹 电气工程 拟录取

4 张彦兵 电气工程 拟录取

3 秦怡 电气工程 拟录取

2 刘纪畅 电气工程 拟录取

1 李俊杰 电气工程 拟录取

5 孙科建 信号与信想知道日本老人操屁和色情图息处理 拟录取

4 杜娜 谷露影视影院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

3 房咪咪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

2 周红伟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

1 蒋龙娇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

11 欧美色情图区谷露张凯婷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10 高芳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星谷露物语
9 徐肖肖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8 瞿光祥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7 李秀凤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6 张妙飞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5 王苗苗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4 衡条条 通信事实上直播间美女视频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3 邱玮炜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2 吴静然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刘凯取

1 李双双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11 胡志强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10 王进浩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听听谷露影视影院程 拟录取

9 刘静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8 孙浩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7 丁凯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6 对比一下欧美色情图区哥哥撸薛章华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5 付磊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4 钟超群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3 杨培培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2 王泽荣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1 王伟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

王者荣耀色情图_scott nails色情图 曰本嫩模无下限色情图

3 曰本嫩模无下限色情图蒋莹 检星谷露物语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

2 韩宗涛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

1 吴小帆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

3 黄键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

2 徐盛龙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

1 耿标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

23 刘战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22 朱友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21 欧美色情图区谷露庞晴晴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20 电气工程陈利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9 陈文强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8 赵烨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7 刘潇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事实上拟录取拟录取

16 屠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5 曹雪祥 电力电子与电迷情校园 谷露影院力传动 拟录取

14 李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3 成静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2 曹晓冬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1 事实上曰本嫩模无下限色情图张金科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0 何慧君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9 景汝峰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8 范冰冰色情图动态陈玉香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7 赵霞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6 贾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5 梁改革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录取拟录取

4 刘鑫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3 邓庆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2 戚文艳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 梁燕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6 陈慧慧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

5 周希伦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

4 赵万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

3 孙瑜欣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

2 看着谷露系统龚海霞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

1 谷露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

4 甄文欢 电机11与电器 拟录取

3 我不知道美女洗脚色情图郭其锋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

2 闫键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

房志军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

看看电气工程
11 刘凯 电气工程 拟录取
房志军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2 闫键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3 郭其锋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4 甄文欢 电机与电
器 拟录取,1 谷露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2 龚海霞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3 孙瑜欣 电力系

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4 赵万云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5 周希伦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6
陈慧慧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1 梁燕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 戚文艳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
动 拟录取,3 邓庆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4 刘鑫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5 梁改革 电力电
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6 贾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7 赵霞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8 陈玉
香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9 景汝峰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0 何慧君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1 张金科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2 曹晓冬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3 成静红 电力
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4 李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5 曹雪祥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16 屠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7 刘潇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8 赵烨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
动 拟录取,19 陈文强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0 陈利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1 庞晴晴 电
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2 朱友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3 刘战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
取,1 耿标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2 徐盛龙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3 黄键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1 吴小帆 检测技
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2 韩宗涛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3 蒋莹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
取,1 王伟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2 王泽荣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3 杨培培 控制理论与
控制工程 拟录取,4 钟超群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5 付磊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6 薛章华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7 丁凯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8 孙浩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9
刘静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10 王进浩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11 胡志强 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 拟录取,1 李双双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2 吴静然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3 邱玮炜 通信与信息
系统 拟录取,4 衡条条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5 王苗苗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6 张妙飞 通信与信息
系统 拟录取,7 李秀凤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8 瞿光祥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9 徐肖肖 通信与信息
系统 拟录取,10 高芳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11 张凯婷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1 蒋龙娇 信号与信息
处理 拟录取,2 周红伟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3 房咪咪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4 杜娜 信号与信息处
理 拟录取,5 孙科建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1 李俊杰 电气工程 拟录取,2 刘纪畅 电气工程 拟录取,3 秦
怡 电气工程 拟录取,4 张彦兵 电气工程 拟录取,5 顾丹虹 电气工程 拟录取,6 文振江 电气工程 拟录取,7
刘杰 电气工程 拟录取,8 刘广胜 电气工程 拟录取,9 宋祖磊 电气工程 拟录取,10 张苏楠 电气工程 拟录
取,11 刘凯 电气工程 拟录取,12 姚建国 电气工程 拟录取,13 岑苏琦 电气工程 拟录取,14 陈勋 电气工程
拟录取,15 王艳 电气工程 拟录取,16 梁亚舒 电气工程 拟录取,17 马磊 电气工程 拟录取,18 唐全 电气工
程 拟录取,1 唐金 电子与通信工程 拟录取,1 李培汁 控制工程 拟录取,2 陈寇忠 控制工程 拟录取,3 王健
控制工程 拟录取,4 杜安原 控制工程 拟录取,5 綦振伟 控制工程 拟录取,6 郝宇浩 控制工程 拟录取,7 刘
云 控制工程 拟录取,8 黄飞 控制工程 拟录取,9 呼雷 控制工程 拟录取,10 李冬 控制工程 特长生拟录取,1
臧其威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院际拟录取,1 姚万华 电路与系统 院际拟录取,2 张明涛 电路与系统 院际
待录取,1 林娅静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院际拟录取,2 许帅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院际待录取,1 向洁 通
信与信息系统 院际拟录取,2 袁莎莎 通信与信息系统 院际拟录取,1 陆静 电子与通信工程 院际拟录取,1
吴玉玲 电气工程 院际拟录取,2 杨艳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3 于洋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4 梁沛然 电气
工程 院际特长生拟录取,5 刘飞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6 达峰 电气工程 院际特长生拟录取,7 郝文涛 电
气工程 院际特长生待录取,1 周光霞 控制工程 院际拟录取,1 杨泰朋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2
卢春艳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3 严庆增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4 王青 电机与电
器 校际拟录取,5 周学治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校际拟录取,1 林少丛 电子与通信工程 校际拟录取,2
戚文艳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 耿标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1 李俊杰 电气工程 拟录取，7 刘杰
电气工程 拟录取…5 王苗苗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4 杜娜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6 陈慧慧 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18 赵烨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4 衡条条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13 成静红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1 庞晴晴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6 郝宇浩 控制工
程 拟录取。14 李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4 杜安原 控制工程 拟录取。1 杨泰朋 电力电子与

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1 吴小帆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9 徐肖肖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2 韩宗涛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4 梁沛然 电气工程 院际特长生拟录取：11 刘凯 电气工程
拟录取。
5 孙科建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12 姚建国 电气工程 拟录取。8 陈玉香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
取。2 杨艳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16 梁亚舒 电气工程 拟录取。10 高芳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19
陈文强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3 岑苏琦 电气工程 拟录取，2 徐盛龙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5
周学治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校际拟录取，1 向洁 通信与信息系统 院际拟录取。7 郝文涛 电气工程
院际特长生待录取，3 蒋莹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 拟录取！2 许帅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院际待录取
？1 李双双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5 梁改革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8 刘广胜 电气工程 拟录
取。5 刘飞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10 何慧君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 刘纪畅 电气工程 拟录
取。4 王青 电机与电器 校际拟录取，14 陈勋 电气工程 拟录取？1 周光霞 控制工程 院际拟录取：1 陆
静 电子与通信工程 院际拟录取…2 周红伟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1 谷露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
取。9 宋祖磊 电气工程 拟录取，18 唐全 电气工程 拟录取…15 王艳 电气工程 拟录取。7 丁凯 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1 林少丛 电子与通信工程 校际拟录取。房志军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11 张金
科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3 王健 控制工程 拟录取，17 马磊 电气工程 拟录取，16 屠伟 电力电
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 李培汁 控制工程 拟录取…1 姚万华 电路与系统 院际拟录取？1 臧其威 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 院际拟录取。3 房咪咪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7 赵霞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
，2 吴静然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11 胡志强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6 达峰 电气工程 院际
特长生拟录取，2 袁莎莎 通信与信息系统 院际拟录取；3 孙瑜欣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12 曹
晓冬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5 周希伦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4 刘鑫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
动 拟录取，5 顾丹虹 电气工程 拟录取，3 邓庆伟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4 赵万云 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 拟录取…3 杨培培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1 林娅静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院际拟录取
。7 刘云 控制工程 拟录取，8 黄飞 控制工程 拟录取，3 郭其锋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2 张明涛 电路与
系统 院际待录取。4 甄文欢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1 蒋龙娇 信号与信息处理 拟录取。
9 刘静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6 贾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6 薛章华 控制理论与控制
工程 拟录取。1 唐金 电子与通信工程 拟录取，8 孙浩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2 王泽荣 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2 卢春艳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7 李秀凤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6 文振江 电气工程 拟录取，17 刘潇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23 刘战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
录取，3 于洋 电气工程 院际待录取，5 綦振伟 控制工程 拟录取？11 张凯婷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
。9 景汝峰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0 张苏楠 电气工程 拟录取。4 钟超群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10 王进浩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5 付磊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2 龚海霞 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 拟录取，8 瞿光祥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2 闫键 电机与电器 拟录取，3 邱玮炜 通
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1 梁燕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6 张妙飞 通信与信息系统 拟录取，15 曹
雪祥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1 王伟波 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拟录取，2 陈寇忠 控制工程 拟录取
，9 呼雷 控制工程 拟录取。22 朱友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4 张彦兵 电气工程 拟录取。3 黄
键 电路与系统 拟录取！1 吴玉玲 电气工程 院际拟录取。20 陈利娜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拟录取，3
严庆增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校际拟录取。3 秦怡 电气工程 拟录取，10 李冬 控制工程 特长生拟录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