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910010101 李泽邦 会计
1910010103 彭文彪 人力资源管理
1910010105 刘琳 护理
1910010107 谢传 金融管理
1910010109 周晓龙 学前教育
1910010110 周玲 物业管理
1910010111 谢雅楠 市场营销
1910010112 张丽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115 周冬冬 人力资源管理
1910010116 陈玉娟 学前教育
1910010117 翟学梅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118 李晓梅 会计
1910010119 陶文慧 学前教育
1910010120 孙玲玲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121 孙骞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124 谈爽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125 孙敏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126 刘宇 市场营销
1910010127 周宗祥 物业管理
1910010128 孙浩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130 陈德辉 建设工程监理
1910010201 何鹏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203 高琴 人力资源管理
1910010205 周飞 会计
1910010206 李敏 商务英语
1910010207 王晶晶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10010210 宋平 人力资源管理
1910010212 郑梅 学前教育
1910010213 周陈宁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217 杨勇 护理
1910010218 王玉林 物业管理
1910010223 程志勇 电子商务
1910010228 夏漫漫 学前教育
1910010229 张文滔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10010230 胡汉雪 物业管理
1910010302 李如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10010305 沈飞艳 财务管理
1910010306 丁亚飞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313 许敏 护理
1910010318 徐亚琳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319 张磊 市场营销
1910010321 杨州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324 薛利美 学前教育
1910010325 彭建民 电子商务
1910010326 朱俊毅 工程造价
1910010328 赵帅帅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330 周子晴 商务英语
1910010401 李梦 护理
1910010402 陈利云 护理
1910010403 王珠满 护理
1910010405 孙秀松 护理
1910010406 吴梦婷 商务英语
1910010408 高晓君 财务管理
1910010410 张艺博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412 韩帅帅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10010413 崔会玲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10010414 师贞盈 护理
1910010415 陈程 市场营销



1920010416 李辉 财务管理
1920010417 宋光涛 工程造价
1920010420 许康 电子商务
1920010421 赵安心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422 周小元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423 李良德 财务管理
1920010424 喻家谨 工程造价
1920010425 马子明 会计
1920010428 管杨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429 刘健 工程造价
1920010501 陈晨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504 刘晨 市场营销
1920010505 姚坤 工程造价
1920010506 葛鹏程 物业管理
1920010507 贺祥磊 电子商务
1920010509 郭征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510 陈曦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512 庞东旭 物业管理
1920010514 徐硕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516 刘定帅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519 王建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520 张梦蕾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522 曹胜保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523 闫亮亮 工程造价
1920010525 张雁鸣 商务英语
1920010526 梅天祥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527 瞿阳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530 胡强鹏 电子商务
1920010602 卜环东 物业管理
1920010604 汤新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605 李小龙 工程造价
1920010607 张万曦 电子商务
1920010608 乔晨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610 韩学文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612 晁世来 工程造价
1920010614 侯凯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616 张海龙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617 方可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618 许畅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619 胡文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620 唐万宝 市场营销
1920010621 蔡圣清 物业管理
1920010622 刘赛赛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624 吴成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626 蔡永政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629 张友华 物业管理
1920010701 孙广坤 电子商务
1920010706 彭明 护理
1920010708 兰天翔 护理
1920010709 陈红舟 财务管理
1920010710 王贤德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713 杨帅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715 朱彦青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716 魏献廷 市场营销
1920010718 叶方勋 物业管理
1920010719 朱德志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720 张海波 工程造价
1920010721 刘海彬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722 朱非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724 何庚文 金融管理
1920010726 陈军 物业管理
1920010727 完颜磊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0729 伍起 工程造价
1920010730 褚凡 物业管理
1920010803 潘劲松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804 陈家乐 市场营销
1920010806 张凯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807 孙成龙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808 李金 物业管理
1920010809 王孝杰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810 黄磊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812 唐梦强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818 何贤国 商务英语
1920010819 梅子轶 财务管理
1920010822 李东阳 电子商务
1920010823 欧长伟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825 王帮赵 金融管理
1920010826 邹耀东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0827 王帆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828 金维标 物业管理
1920010902 赵威 市场营销
1920010903 何志鹏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904 张明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907 黄周洋 市场营销
1920010908 郑子健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0909 沈志伟 工程造价
1920010911 沈陈天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913 朱建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918 阮海林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920 宋备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0921 窦思伟 市场营销
1920010923 杨郑山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0924 苏醒 金融管理
1920010927 卢广勇 工程造价
1920010929 郑志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004 陈培育 物业管理
1920011006 程元 物业管理
1920011007 陈欢 工程造价
1920011008 卢帅 财务管理
1920011010 井宇健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011 钱悦 电子商务
1920011013 季涛 物业管理
1920011015 韦玉祥 工程造价
1920011019 张磊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020 查永南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022 史寿磊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024 程德龙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025 周琮 工程造价
1920011028 陈雨萌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029 樊良磊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1101 黄伟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102 樊松海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103 李哲 物业管理
1920011104 周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105 袁明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107 胡慧斌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109 童峻 物业管理
1920011114 方引节 电子商务



1920011115 张元堂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118 杨春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119 黄守良 市场营销
1920011120 彭克 电子商务
1920011121 付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126 夏虎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127 唐义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129 李仁超 学前教育
1920011130 尹良克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201 余自力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202 胡冯俊伟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204 石闯 工程造价
1920011206 李从胜 会计
1920011208 鲁雪明 护理
1920011209 吴智晖 财务管理
1920011211 沈天宇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212 许亚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213 孟洋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215 林召 工程造价
1920011218 宣汉耘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219 刘威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221 唐国兴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223 黄龙飞 工程造价
1920011224 施乐 市场营销
1920011225 李家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228 陈佳保 工程造价
1920011229 孟帅 金融管理
1920011302 缪永秀 护理
1920011303 江育阳 护理
1920011308 张鹏 工程造价
1920011309 龚心燕 护理
1920011310 胡杰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312 金齐军 工程造价
1920011313 陈孟 学前教育
1920011314 柯飞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316 杨慧慧 护理
1920011320 张咪 护理
1920011321 薛寒 学前教育
1920011323 戴乐婷 护理
1920011328 李平 护理
1920011329 张随杰 工程造价
1920011330 夏雯 护理
1920011402 吕自豪 学前教育
1920011403 孙晓柔 护理
1920011404 韩志依 护理
1920011406 李长培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407 张颖 护理
1920011408 王小玉 护理
1920011409 夏巧征 护理
1920011411 施学枝 会计
1920011412 吴莹莹 护理
1920011413 刘玲龙 电子商务
1920011416 葛晓月 护理
1920011417 彭亭亭 市场营销
1920011419 谢婷婷 市场营销
1920011420 杨昌安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422 李晨阳 护理
1920011424 李翔 护理
1920011426 戴议云 护理



1920011428 毕东东 工程造价
1920011430 汤薇 商务英语
1920011502 姜潇潇 学前教育
1920011503 赵杨 护理
1920011505 刘颖 护理
1920011506 何安婷 护理
1920011507 张影娟 护理
1920011509 陈反反 护理
1920011512 姜亚婷 学前教育
1920011516 范天宇 护理
1920011518 俞嘉琦 护理
1920011521 黄琦琦 护理
1920011523 韩冲 金融管理
1920011525 刘岚溪 护理
1920011526 陆冬冬 学前教育
1920011527 李传杭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528 王玉婷 学前教育
1920011529 郭舒宁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601 王佳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602 华硕婷 护理
1920011603 王楠 护理
1920011604 张贵韦 学前教育
1920011606 陈祥东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608 范吉仲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609 燕茹 护理
1920011612 户云飞 护理
1920011613 费爱兰 金融管理
1920011616 徐可培 护理
1920011617 张振扬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618 郭嘉洵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621 徐奕 护理
1920011623 邢枫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626 黄海波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628 王茜 护理
1920011629 甘江淮 市场营销
1920011703 叶娉婷 护理
1920011704 毕权杰 学前教育
1920011706 谢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707 郭月 护理
1920011708 蔡佳萍 护理
1920011709 夏玲 护理
1920011711 张苗 学前教育
1920011712 马建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713 许筠筠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714 耿家威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715 毕振华 工程造价
1920011716 孙子欣 护理
1920011717 赵菊 物业管理
1920011718 马秀云 学前教育
1920011720 孙宝健 工程造价
1920011721 朱思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722 李佳慧 护理
1920011724 韩裕宁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726 费妍 护理
1920011728 芮意 护理
1920011729 王凯 市场营销
1920011730 陈雨欣 护理
1920011801 张丽娜 会计
1920011803 朱宗劼 工程造价



1920011804 尤莹莹 护理
1920011805 张旭 电子商务
1920011806 朱新旺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807 韦宏厦 护理
1920011809 沈明慧 护理
1920011810 孙舟 电子商务
1920011812 常俊锋 工程造价
1920011813 黎寰 护理
1920011814 赵平平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1815 杜学帮 护理
1920011818 冯艳 学前教育
1920011819 童会 学前教育
1920011821 唐李强 工程造价
1920011822 邹佳玲 护理
1920011823 史念念 商务英语
1920011827 徐艳灵 市场营销
1920011828 郝微 护理
1920011902 王俊杰 市场营销
1920011903 潘兴龙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1904 康夏濛 护理
1920011905 沈倩 护理
1920011906 刘献龙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907 葛新君 金融管理
1920011908 徐林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1910 樊帆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1911 戴玉芳 护理
1920011912 丁惠惠 学前教育
1920011913 张婷婷 会计
1920011914 孙涛 工程造价
1920011915 王柏文 护理
1920011917 宋静静 学前教育
1920011918 殷琦 市场营销
1920011919 朱佳怡 护理
1920011923 章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1924 叶海琳 护理
1920011925 李要跃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1926 张根成 学前教育
1920011928 邵欣怡 护理
1920011929 朱颖 护理
1920012001 冯利娜 财务管理
1920012002 宁仁祥 电子商务
1920012003 汪瑞生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004 左鹏远 会计
1920012005 尹文雅 护理
1920012007 谢珍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008 吴丹 学前教育
1920012009 刘晋元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2010 周雪梅 学前教育
1920012011 刘紫薇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2013 任学花 护理
1920012014 董畅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015 刘振华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016 王磊 学前教育
1920012017 张贵逸 护理
1920012018 姚亚红 会计
1920012021 盛丹丹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023 王芳 护理
1920012025 刘苗苗 学前教育
1920012026 陈良慧 护理



1920012027 谢丽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105 严韶石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106 李广荣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107 周娜娜 护理
1920012108 卞斌斌 物业管理
1920012109 艾梦蝶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111 代广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113 胡永辉 市场营销
1920012115 余圆圆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2117 闫安妮 财务管理
1920012118 蒋宁宁 财务管理
1920012119 孔鸿瑜 金融管理
1920012122 谢芬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123 梁艳 护理
1920012124 胡威 市场营销
1920012125 王莹莹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126 韩慧玉 学前教育
1920012127 谢天 金融管理
1920012128 张颖 学前教育
1920012129 黄世美 护理
1920012202 徐青 护理
1920012203 金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208 徐州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209 周炎 电子商务
1920012212 孙秋洋 金融管理
1920012213 董茫茫 财务管理
1920012216 卢秀 会计
1920012217 李舒扬 学前教育
1920012219 伍茜茜 护理
1920012221 田曼莉 电子商务
1920012222 艾梦静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223 张雨蝶 市场营销
1920012225 马珺 财务管理
1920012226 丁明超 电子商务
1920012227 李明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228 耿贝贝 护理
1920012229 商良宝 物业管理
1920012230 胡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303 罗黎明 学前教育
1920012306 秦龙 工程造价
1920012307 唐芳 护理
1920012308 徐明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309 匡媛 护理
1920012311 刘波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2312 汪子茹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2314 牛月 学前教育
1920012315 邓学松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316 俸燕 护理
1920012317 周露露 会计
1920012318 杨采妮 商务英语
1920012319 何强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2320 宋佳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321 郭欣雨 工程造价
1920012322 陈雨童 商务英语
1920012323 崔红健 物业管理
1920012324 徐国华 市场营销
1920012325 梁燕 商务英语
1920012327 郑杰杰 金融管理
1920012328 陶鑫 学前教育



1920012329 李岩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403 叶良华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404 张悦 学前教育
1920012405 王丹 工程造价
1920012406 王琳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408 姚文东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2409 杨金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410 姜丽丽 电子商务
1920012412 耿娟 护理
1920012413 任为清 护理
1920012414 谭景丽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415 代乐天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416 翟秀诚 商务英语
1920012417 康梅 会计
1920012418 马玲 学前教育
1920012419 朱剑锋 物业管理
1920012422 王智倩 护理
1920012423 黄海侠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2425 吕昊庭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428 孙芳 电子商务
1920012501 李红勇 工程造价
1920012503 鲁阳 会计
1920012508 夏迪 护理
1920012511 杨菲利 护理
1920012513 吴浩 电子商务
1920012514 孙全顺 金融管理
1920012515 杨正秀 会计
1920012516 昂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920012519 高诗佳 会计
1920012523 李敏 人力资源管理
1920012526 丁艳 物业管理
1920012529 梅龙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601 施思思 会计
1920012603 王飞龙 建设工程监理
1920012604 詹争仙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607 方泽华 学前教育
1920012608 刘怡 护理
1920012609 宋强强 学前教育
1920012611 李焕新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0012612 李娜丽 金融管理
1920012613 张旭 会计
1920012615 马冬梅 市场营销
1920012618 夏凡 学前教育
1920012619 周睿 物业管理
1920012620 吴文翠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621 郑泳明 物业管理
1920012622 朱家辉 电子商务
1920012623 李欢 护理
1920012624 李会丰 护理
1920012625 许磊 老年服务与管理
1920012627 黄亮 物业管理
1920012628 聂海迪 护理
1920012629 陶伟 物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