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科类 录取专业

1 17622424111820 王娟娟 女 文史 服装与服饰设计

2 17622826111152 韩争强 男 文史 物流管理

3 17622725111914 王秀丽 女 文史 工商企业管理

4 17622421110365 高成宝 男 文史 建设工程管理

5 17622427110964 虎晓宏 男 文史 建设工程管理

6 17622826119514 蔺倩倩 女 文史 电子商务

7 17620523110116 张宝霞 女 文史 建设工程管理

8 17622727115022 李娟娟 女 文史 会计

9 17622726115858 马莲凤 女 文史 工程造价

10 17622722111369 李姗姗 女 文史 会计

11 17622722112251 文志龙 男 文史 建设工程管理

12 17622822111069 张敏 女 文史 汽车营销与服务

13 17622726111052 邵璐璐 女 文史 会计

14 17622425111261 杨虎刚 男 文史 工程造价

15 17622102110770 梅晓燕 女 文史 会计

16 17622424111926 陈天行 女 文史 物流管理

17 17620421110528 宋永琴 女 文史 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

18 17622801111077 刘娅菲 女 文史 会计

19 17622722119058 郭鑫 男 文史 服装设计与工艺

20 17622827115047 张凡 女 文史 工商企业管理

21 17620422114384 安娟 女 文史 会计

22 17620422114123 张权 男 文史 计算机信息管理

23 17620201110215 方盈盈 女 文史 会计

24 17620121111016 徐生英 女 文史 物流管理

25 17620503110227 蒲鑫 男 文史 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

26 17622630111030 李雪 女 文史 会计

27 17622322111545 吴婷 女 文史 工商企业管理

28 17622825111084 范瑚敏 女 文史 物流管理

29 17622727110151 靳琴琴 女 文史 会计

30 17622101110111 王东海 男 文史 计算机信息管理

31 17620525110699 蒋彩娟 女 文史 物流管理

32 17622701112162 田乾 男 文史 建设工程管理

33 17622126110166 苏海棠 女 文史 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

34 17622424110831 朱丽娜 女 文史 汽车营销与服务

35 17620523112199 崔旭霞 女 文史 旅游管理



36 17622427110716 张清玉 女 文史 会计

37 17622628110066 杨旺东 男 文史 物流管理

38 17622421110786 杨丽娟 女 文史 计算机信息管理

39 17622701111118 兰亚婧 女 文史 会计

40 17620123113383 陈桔 女 文史 工程造价

41 17620502111118 万雅琪 女 文史 工程造价

42 17622102111307 沈盼 女 文史 会计

43 17622727110266 靳晶晶 女 文史 会计

44 17622429115143 赵翠霞 女 文史 旅游管理

45 17620422113325 南小龙 男 文史 建设工程管理

46 17622701112349 高香飞 女 文史 物流管理

47 17622701115089 梁金凤 女 文史 旅游管理

48 17620422113376 赵龙 男 文史 工商企业管理

49 17622722112244 付雪娇 女 文史 会计

50 17622827113053 段碧霄 女 文史 计算机信息管理

51 17620102113684 王铂江 男 文史 计算机信息管理

52 17620522110360 任春彦 女 文史 商务英语

53 17622722131067 韩海洋 男 文史 计算机信息管理

54 17622822110035 曹珍娟 女 文史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55 17620123113198 桑丽萍 女 文史 工程造价

56 17622301118192 李文兴 女 文史 会计

57 17622925110260 陈进龙 男 文史 建设工程管理

58 17622627110736 郑娅妮 女 文史 工程造价

59 17620522110406 程慧敏 女 文史 计算机信息管理

60 17622630112027 张阳阳 女 文史 电子商务

61 17622123110262 程文虎 男 文史 工程造价

62 17622723111231 王绒 女 文史 商务英语

63 17622429113032 包亚娟 女 文史 会计

64 17622827112014 安育婷 女 文史 工程造价

65 17620421111880 赵杰 女 文史 会计

66 17622424111993 张金云 女 文史 工程造价

67 17622628110825 刘娜 女 文史 会计

68 17622103150729 康锐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69 17620522151669 贾玉昌 男 理工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70 17622826159538 王鹏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71 17620123153730 张延磊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72 17622424153538 王渊 男 理工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73 17620421156848 陈雪楠 女 理工 会计

74 17622201150389 杨世豪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75 17622301150907 郭平儒 男 理工 供用电技术

76 17622627152174 武洋洋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77 17620523151311 杨伟 男 理工 建筑工程技术

78 17622727151255 张腾飞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79 17622628151715 柴啸啸 男 理工 工程测量技术

80 17622827152431 张静静 女 理工 计算机网络技术

81 17622424153763 卢小鹏 男 理工 软件技术

82 17622727150833 王凯 男 理工 工程测量技术

83 17620422153736 安兴东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84 17622825155069 刘欢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85 17622627151157 朱建刚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86 17620523156597 王霞霞 女 理工 会计

87 17622101150246 赵树新 女 理工 会计

88 17622421150893 刘彩雲 女 理工 计算机网络技术

89 17620522151521 郭进财 男 理工 软件技术

90 17622427150788 杨正成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91 17622827151570 王丽丽 女 理工 通信技术

92 17622424153946 牛向鹏 男 理工 供用电技术

93 17622427151211 刘治永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94 17620523151322 裴晨阳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95 17622727151171 赵宝刚 男 理工 计算机网络技术

96 17620523152933 王凯胜 男 理工 软件技术

97 17620522151375 曹磊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98 17622628151116 赵路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99 17622322152945 赵正军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00 17620123153718 马玉良 男 理工 软件技术

101 17622424151471 李亚朋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02 17620121151957 王海云 男 理工 软件技术

103 17622426150833 杜建刚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04 17622223150696 张成江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05 17620522152268 汪鹏飞 男 理工 建筑工程技术

106 17620524151126 夏红艳 女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07 17622827153156 马艳 女 理工 物流管理



108 17622425152442 王红霞 女 理工 会计

109 17622425152900 张军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10 17622822150442 吕治有 男 理工 软件技术

111 17620522151949 刘华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12 17620521150792 刘荣辉 男 理工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113 17622822151893 高伟虎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14 17620422150563 梁迅维 男 理工 通信技术

115 17622424151168 吴云莉 女 理工 会计

116 17622827151667 苟向伟 男 理工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117 17620524152225 唐邓军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18 17622826154239 巩继凯 男 理工 应用电子技术

119 17620123150979 梁富铭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20 17622927150320 赵学伟 男 理工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121 17622102151081 周海涛 男 理工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122 17620422155236 郭腾飞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23 17622424151713 张稳荣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24 17620524151349 许佳西 女 理工 软件技术

125 17622425153658 金彦龙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26 17622201150729 李鑫荣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27 17622323154622 吴圣财 男 理工 建筑工程技术

128 17622424153918 马博文 男 理工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129 17622726156643 刘永萍 女 理工 物流管理

130 17622726151366 李强兵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31 17620523150881 赵托娣 女 理工 会计

132 17622723151399 李飞 男 理工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133 17622727150880 贾新平 男 理工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34 17622727155159 张杰龙 男 理工 应用电子技术

135 17622322154205 赵得斌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36 17622424152484 崔永东 男 理工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137 17620421156932 戴喆 男 理工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138 17620105150938 郜斌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39 17622425152434 栾小娟 女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40 17622727154197 王礼刚 男 理工 电气自动化技术

141 17622726155930 杜文涛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42 17622421151022 刘晓红 女 理工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43 17622427152487 张小全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44 17622425152244 陈飞跃 男 理工 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

145 17620524153114 薄文露 女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46 17620422150595 李龙飞 男 理工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147 17620422155214 张雪梅 女 理工 物流管理

148 17620523151130 李彤彤 女 理工 会计

149 17620422151904 户富江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50 17620402154382 马铭 男 理工 工程测量技术

151 17622322152401 白华兴 男 理工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152 17622424154133 何满鹏 男 理工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53 17622224150595 汪世潇 男 理工 机电一体化技术

154 17620524150525 麻彦林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55 17622725151655 李涛 男 理工 建筑工程技术

156 17622424151854 冉万通 男 理工 通信技术

157 17622727155263 刘淑慧 女 理工 通信技术

158 17620524151825 裴壮志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59 17622624150106 潘江云 男 理工 建筑工程技术

160 17622723152136 曹玲 女 理工 会计

161 17622927150322 周学峰 男 理工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62 17620503150710 坚蔷蔷 女 理工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163 17622827151414 张彤 女 理工 软件技术

164 17622726150488 李伟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65 17622323154881 刘治倩 女 理工 应用化工技术

166 17622323150219 毛勤福 男 理工 机电一体化技术

167 17622701151809 李永红 男 理工 会计

168 17622822152062 王健健 男 理工 机械设计与制造

169 17622424154120 党建龙 男 理工 工程测量技术

170 17620522153353 王晓东 男 理工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