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预录取专业
1934****0490 王菘堃 市场营销
1934****9032 殷唯婷 市场营销
1934****8860 邹佳佳 市场营销
1934****0861 邢朝威 市场营销
1934****1362 汪群 市场营销
1934****3512 鲁莹莹 市场营销
1934****2501 董雨业 市场营销
1934****1607 葛琪 市场营销
1934****0864 戴林 市场营销
1934****1764 陈康灵 市场营销
1934****2407 吴梦葱 市场营销
1934****1639 孟泰林 市场营销
1934****0863 章梦婷 市场营销
1934****0519 吴迎丰 市场营销
1934****2448 刁春莹 市场营销
1934****3963 陈翔 市场营销
1934****0862 许芬 市场营销
1934****1032 张晶晶 市场营销
1934****0803 秦云云 市场营销
1934****3966 黄其宝 市场营销
1934****0836 邓国宗 市场营销
1934****1295 胡晨晨 市场营销
1934****1809 周喆 市场营销
1934****3579 陈苏徽 市场营销
1934****0845 毛安琦 市场营销
1934****1679 陈静 市场营销
1934****0848 何沐妍 市场营销
1934****0212 张龙敏 市场营销
1934****1658 邱艳群 市场营销
1934****3538 周义国 市场营销
1934****8863 杨雨萱 市场营销
1934****1901 赵宝 市场营销
1934****1058 沈玉敏 市场营销
1934****4665 李晨 市场营销
1934****1633 于晴 市场营销
1934****0525 蒋曼 市场营销
1934****8771 李玉峰 市场营销
1934****0541 朱文斌 市场营销
1934****2542 刘雪晴 市场营销
1934****1682 陈滢滢 市场营销
1934****0499 李华 市场营销
1934****2546 赵敏 市场营销
1934****3081 储舒怡 市场营销
1934****0811 熊元俊 市场营销
1934****2513 高莉娟 市场营销
1934****3554 张雨阳 市场营销
1934****1281 吴文俐 市场营销
1934****0846 廖志轩 市场营销
1934****1296 陶书佳 市场营销
1934****0452 涂子莹 市场营销



1934****0785 李容 市场营销
1934****2423 魏雨 市场营销
1934****1838 裴丽萍 市场营销
1934****2417 陶恒凤 市场营销
1934****0523 王玲玲 市场营销
1934****2813 刘恒飞 市场营销
1934****2238 孙欢 市场营销
1934****0842 王佳惠 市场营销
1934****0841 洪安黎 市场营销
1934****3674 徐智慧 市场营销
1934****2818 穆志华 市场营销
1934****2636 殷梦华 市场营销
1934****1778 吴一萍 市场营销
1934****1524 曹洁 市场营销
1934****8753 赵祖婷 市场营销
1934****0828 柏雪 市场营销
1934****1881 章亚军 市场营销
1934****2408 项海洋 市场营销
1934****1787 陈文品 市场营销
1934****1762 陈洪飞 市场营销
1934****0498 金慧芬 市场营销
1934****1010 李璐 市场营销
1934****1662 尤雨洁 市场营销
1934****2411 刘婷婷 市场营销
1934****2213 黄芜宣 市场营销
1934****0453 杨芳 市场营销
1934****1053 郑芳 市场营销
1934****2539 翟贝贝 市场营销
1934****2982 唐雨默 市场营销
1934****0835 从雨 市场营销
1934****4945 徐凤 市场营销
1934****1585 楚克民 市场营销
1934****1055 朱梦娜 市场营销
1934****2413 蒋津津 市场营销
1934****0525 翟莉婷 市场营销
1934****1197 唐红燕 市场营销
1934****0870 张语林 市场营销
1934****3511 陆影 市场营销
1934****2277 夏秋艳 市场营销
1934****2624 朱福莲 市场营销
1934****3515 刘艳 市场营销
1934****2290 万俊 市场营销
1934****1887 王莹莹 市场营销
1934****2099 张梦龙 市场营销
1934****1902 晏昆杰 市场营销
1934****2488 程金元 市场营销
1934****1209 杨玟 市场营销
1934****0508 汪雨欣 市场营销
1934****1955 王宇晴 市场营销
1934****2363 简丹 市场营销 技能总成绩：217
1934****1933 秦月 社会工作



1934****1143 盛广宇 社会工作
1934****1151 韦美娇 社会工作
1934****2648 廖文静 社会工作
1934****1135 黎艳 社会工作
1934****1160 詹学静 社会工作
1934****0708 王晓雨 社会工作
1934****1937 王雅萱 社会工作
1934****1124 陈广婕 社会工作
1934****0196 朱紫霞 社会工作
1934****1129 曾凡杰 社会工作
1934****0717 赵菲 社会工作
1934****1141 秦继颖 社会工作
1934****7846 施媛媛 社会工作
1934****0185 胡楠 社会工作
1934****0685 宋杰 社会工作
1934****0702 盛琦 社会工作
1934****2753 姚情 社会工作
1934****1713 邓帅帅 社会工作
1934****1693 任泽泰 社会工作
1934****0367 马文婷 社会工作
1934****1125 陈志雯 社会工作
1934****1715 张毅 社会工作
1934****0719 雷平 社会工作
1934****2656 汪莉 社会工作
1934****2650 潘红平 社会工作
1934****1726 郭晴晴 社会工作
1934****1130 郭正娟 社会工作
1934****1411 严相仪 社会工作
1934****0670 严静彤 社会工作
1934****2954 邵虹雨 社会工作
1934****3047 万禹胜 社会工作
1934****1371 储晓青 社会工作
1934****0696 黄雅妮 社会工作
1934****2927 代忠延 社会工作
1934****1724 冯惠娟 社会工作
1934****0199 张鑫 社会工作
1934****0685 肖芳雨 社会工作
1934****1928 李天梅 社会工作
1934****3115 陈菲 社会工作
1934****2760 周业辉 社会工作
1934****2949 刘宇 社会工作
1934****1977 刘雨晴 社会工作
1934****1568 王子龙 社会工作
1934****0195 徐悦 社会工作
1934****1707 张思雨 社会工作
1934****1626 汪浩 社会工作
1934****0233 毛雅婷 社会工作
1934****2639 曹莎莎 社会工作
1934****2953 秦天柱 社会工作
1934****0492 彭哲 社会工作
1934****7853 高婵婵 社会工作



1934****2593 胡季 社会工作
1934****0188 裴生权 社会工作
1934****3705 陈曦 社会工作
1934****1624 戴叶磊 社会工作
1934****2002 宋倩 社会工作
1934****0193 鲍慧琴 社会工作
1934****1638 汪明雪 社会工作
1934****3329 汪芯萍 社会工作
1934****0660 董巧凤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134 雷丹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388 严梦萍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351 陈萍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162 张欣宇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701 彭媛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163 赵丰莉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192 后艳莲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703 孙嘉倩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569 蒋涵涵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672 熊婷婷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644 聂玉婷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716 张莹 文化产业管理
1934****7851 张敏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711 刘利红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198 陶欢 文化产业管理
1934****3107 孙越 文化产业管理
1934****3064 韩毅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191 胡伟立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692 汪周星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678 唐丽琴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692 庞会强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23 董学佳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643 胡嘉娜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29 梁银霞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195 李伊晗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147 杨丽园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669 郝东芳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94 曹磊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31 陆玉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41 张金悦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142 裘莎莎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003 张钊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694 尚士龙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419 梁莹莹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654 章星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706 张倩倩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723 葛雨梦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22 陈云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366 刘宗唱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645 李册梅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374 宋文婧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740 张梦甜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647 马月月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147 万菊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44 朱巧盈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649 苏阿雪 文化产业管理
1934****0184 朱前进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394 丁聪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656 朱汪玲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390 储金玉 文化产业管理
1934****3971 魏洁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98 仰义泽 文化产业管理
1934****3113 王文志 文化产业管理
1934****3714 陈玥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690 刘晴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997 万李娜 文化产业管理
1934****2642 郭倩倩 文化产业管理
1934****3973 苏小雅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572 陈梦瑶 文化产业管理
1934****1561 许添荣 网络工程
1934****2610 晏振豪 网络工程
1934****2041 徐德华 网络工程
1934****3356 金宇峰 网络工程
1934****2272 施放於 网络工程
1934****3981 孙磊 网络工程
1934****2317 殷娟娟 网络工程
1934****1132 张吉 网络工程
1934****1255 闫伟光 网络工程
1934****4622 陈元鸣 网络工程
1934****0954 马龙虎 网络工程
1934****1262 仲维旭 网络工程
1934****0840 杨丽 网络工程
1934****2391 范东辉 网络工程
1934****0858 强光旭 网络工程
1934****3075 陈志 网络工程
1934****1898 李坚雨 网络工程
1934****2951 肖冶 网络工程
1934****1116 张叶帆 网络工程
1934****1106 熊祖飞鸿网络工程
1934****2833 季成 网络工程
1934****1018 孙云龙 网络工程
1934****1901 李正东 网络工程
1934****5144 黄思文 网络工程
1934****1107 杨帆 网络工程
1934****0848 梁宇凡 网络工程
1934****1279 尚昱丞 网络工程
1934****4487 马梦珂 网络工程
1934****1091 卢贤磊 网络工程
1934****1097 芮李龙 网络工程
1934****3965 程良翠 网络工程
1934****1187 鲁雪蕴 网络工程
1934****1261 宣文慧 网络工程
1934****1580 范昕 网络工程



1934****4748 陶浩 网络工程
1934****5112 朱明君 网络工程
1934****4751 任自豪 网络工程
1934****2946 夏凡 网络工程
1934****4629 李晴 网络工程
1934****2395 余丽丽 网络工程
1934****4694 郭振东 网络工程
1934****4930 洪昌桥 网络工程
1934****2932 聂君 网络工程
1934****1081 黄孝文 网络工程
1934****4762 任佳伟 网络工程
1934****0844 彭宁月 网络工程
1934****1263 崔畅 网络工程
1934****1188 严宗艳 网络工程
1934****0498 汪洁 网络工程
1934****1260 吴妍 网络工程
1934****4044 孙振洋 物联网工程
1934****2632 汪涛 物联网工程
1934****2647 冯文祥 物联网工程
1934****4097 孙伟 物联网工程
1934****1541 张云鹏 物联网工程
1934****2716 汪洋 物联网工程
1934****1544 韩笑 物联网工程
1934****2754 刘靖宇 物联网工程
1934****1541 李猛 物联网工程
1934****1069 段太乐 物联网工程
1934****3707 陈天阳 物联网工程
1934****1980 叶昌进 物联网工程
1934****4982 随南南 物联网工程
1934****4931 刘馨 物联网工程
1934****2832 孙浩然 物联网工程
1934****0895 杨光 物联网工程
1934****0224 汤贝贝 物联网工程
1934****4718 张雨奇 物联网工程
1934****0416 章杨平 物联网工程
1934****1899 罗鹏飞 物联网工程
1934****1887 熊颖杰 物联网工程
1934****2924 张也 物联网工程
1934****2338 江倩 物联网工程
1934****1257 徐金秀 物联网工程
1934****0842 马贵军 物联网工程
1934****2398 胡玲 物联网工程
1934****5112 包峻卿 物联网工程
1934****1070 江楠 物联网工程
1934****5595 柴鹏涛 物联网工程
1934****0853 陈小龙 物联网工程
1934****1397 汪中正 物联网工程
1934****5148 孙昕 物联网工程
1934****3964 张雪 物联网工程
1934****1103 王青晨 物联网工程
1934****1266 孟晴晴 物联网工程



1934****1086 刘乐 物联网工程
1934****4945 姜群 物联网工程
1934****1110 袁奥成 物联网工程
1934****2276 任威 物联网工程
1934****3503 陈旺 物联网工程
1934****2930 胡健 物联网工程
1934****1089 卢天旭 物联网工程
1934****1458 叶庆锋 物联网工程
1934****4714 孙晓慧 物联网工程
1934****3699 沈伟东 物联网工程
1934****2163 肖治佩 物联网工程
1934****4935 薛洁 物联网工程
1934****4981 王琨 物联网工程
1934****2467 华章腾 物联网工程
1934****0167 徐希霖 物联网工程
1934****2014 杨晨 园林
1934****3892 马香香 园林
1934****1806 周启鹏 园林
1934****4943 陶慧玲 园林
1934****1867 赫成才 园林
1934****0409 李舒曼 园林
1934****1147 邹梓航 园林
1934****1168 熊葳 园林
1934****1213 郭雪晴 园林
1934****1926 丁柯文 园林
1934****0274 马铖 园林
1934****3094 傅世璞 园林
1934****4940 王盈盈 园林
1934****4973 王文心 园林
1934****3219 韩奥 园林
1934****2596 陈浩 园林
1934****1779 戴之成 园林
1934****3905 杨金悦 园林
1934****3937 王月 园林
1934****0980 江路成 园林
1934****0968 陈旭东 园林
1934****1195 代昕 园林
1934****3246 邢朝琉 园林
1934****5024 孙文腾 园林
1934****0402 朱慧婷 园林
1934****3914 刘星宇 园林
1934****1139 肖亚新 园林
1934****3247 马盼盼 园林
1934****1015 徐磊 园林
1934****1966 周子建 园林
1934****0354 崔文君 园林
1934****0898 陈新 园林
1934****1752 戚梦颖 园林
1934****4928 王西凯 园林
1934****2203 包志鹏 园林
1934****1107 马梦南 园林



1934****1768 岑家旭 园林
1934****0447 杨旭 园林
1934****0887 陈传奇 园林
1934****3401 张澳 园林
1934****2671 陆慧 园林
1934****3928 张丽萍 园林
1934****3922 魏皖秦 园林
1934****2753 张玉婷 园林
1934****2312 章庆 园林
1934****3093 王赛红 园林
1934****0771 俞佩 园林
1934****1799 陈雨雯 园林
1934****1960 李梦伟 园林
1934****1006 王辰 园林
1934****2289 陆张果 园林
1934****2157 宋翠琴 园林
1934****4897 纪慧露 园林
1934****0421 杨茹雪 园林
1934****4672 温佳伟 园林
1934****0726 杜子航 园林
1934****1038 赵杰 园林
1934****1963 杜飞 园林
1934****1055 侯亚男 园林
1934****0172 傅志东 园林
1934****0425 付冰旭 园林
1934****0278 黄超 园林
1934****0998 孙掬欢 园林
1934****1134 周文浩 园林
1934****3261 张晨 园林
1934****0990 林长旭 园林
1934****3474 焦明星 园林
1934****0279 魏然 园林
1934****1201 王雨彤 园林
1934****3376 郭宇 园林
1934****1145 龚兰 园林
1934****1385 胡婷 园林
1934****0728 徐宏伟 园林
1934****0790 景俊璐 园林
1934****1185 梅洁 园林
1934****2053 吴俊 园林
1934****0715 陈楚 园林
1934****2727 詹晓敏 园林
1934****0799 王晨 园林
1934****0431 张雨 园林
1934****3663 张润年 园林
1934****2686 殷玉龙 园林
1934****3911 金秀玲 园林
1934****1759 吴曼 园林
1934****3671 黄雅玲 园林
1934****3229 王钢 园林
1934****3454 焦龙光 园林



1934****0385 奚敏 园林
1934****0810 袁露 园林
1934****0395 张先浩 园林 技能总成绩：225
1934****4118 刘金龙 自动化
1934****2181 董立飞 自动化
1934****2183 周航 自动化
1934****2232 刘祥江 自动化
1934****4866 葛小宝 自动化
1934****4126 张运强 自动化
1934****4226 余杰 自动化
1934****4229 邰伦杰 自动化
1934****1365 徐起荣 自动化
1934****2556 孙立豪 自动化
1934****4120 缪国辉 自动化
1934****3519 洪浙龙 自动化
1934****1366 陈卓然 自动化
1934****4863 姬满陈 自动化
1934****2159 许松 自动化
1934****3454 姚民 自动化
1934****0891 郑泓宇 自动化
1934****4913 姜亮亮 自动化
1934****1583 张旋 自动化
1934****1231 万雷 自动化
1934****0964 金俊杰 自动化
1934****1199 吴雨霖 自动化
1934****1362 陈群 自动化
1934****1328 蒋德标 自动化
1934****2178 李维安 自动化
1934****3955 苏酉龙 自动化
1934****3259 张伟聪 自动化
1934****2543 谢贵付 自动化
1934****0648 吕长前 自动化
1934****2508 王殷放 自动化
1934****0867 董毅 自动化
1934****2512 徐勤峰 自动化
1934****2140 吴守康 自动化
1934****3001 张子健 自动化
1934****0637 陈超强 自动化
1934****2166 彭明辉 自动化
1934****2125 凌太平 自动化
1934****0644 石帅 自动化
1934****1263 朱博涵 自动化
1934****3260 牛可可 自动化
1934****1001 李智新 自动化
1934****1356 姚龙 自动化
1934****4548 魏本富 自动化
1934****4625 曹家成 自动化
1934****1006 许思伟 自动化
1934****3265 邹广州 自动化
1934****4581 胡高峰 自动化
1934****4909 王靠 自动化



1934****3697 匡玉洁 自动化
1934****1272 刘恩利 自动化
1934****2774 何汪森 自动化
1934****4521 蔡帅帅 自动化
1934****2157 杨立珩 自动化
1934****1267 方姝 自动化
1934****2138 魏尹 自动化
1934****3008 朱杰 自动化
1934****2776 李玉 自动化
1934****1263 程建忠 自动化
1934****1271 江钟涛 自动化
1934****0911 吴威 自动化
1934****2775 程瑞 自动化
1934****3723 陆光彩 自动化
1934****3459 周雨杰 自动化
1934****4939 王祥杰 自动化
1934****0288 梁汪欢 自动化
1934****1741 占正西 自动化
1934****1746 周新旺 自动化
1934****2161 徐同春 自动化
1934****4912 杨李 自动化
1934****3277 杨其昌 自动化
1934****3289 黄新强 自动化
1934****0286 黄孙明 自动化
1934****1748 陶守意 自动化
1934****4883 梁言森 自动化
1934****1916 朱俊圣 自动化
1934****3264 李旗 自动化
1934****2555 孙太乐 自动化
1934****4884 梁号杰 自动化
1934****3006 操磊 自动化
1934****2557 祝明洋 自动化
1934****1026 马文跃 自动化
1934****1238 李永超 自动化
1934****4588 李伟 自动化
1934****1294 郑维翔 自动化
1934****2840 戎泽天 自动化
1934****1004 王泽昌 自动化
1934****0290 张启 自动化
1934****3347 叶程 自动化
1934****3284 任啟顺 自动化
1934****0880 张雨 自动化 技能总成绩：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