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生号 录取专业 姓名 考生号 录取专业
张宏涛 1934****993238 法律事务 杨曼 1934****990761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许李政坤 1934****991076 法律事务 李帅 1934****991007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朱菊 1934****991545 法律事务 费明玉 1934****992779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姗姗 1934****990883 法律事务 王文杰 1934****99016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尹仁民 1934****991679 法律事务 闫浩 1934****991142 计算机应用技术
袁鑫亮 1934****991399 法律事务 陈志杰 1934****991143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陆陆 1934****990502 法律事务 谢国杰 1934****991269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从计 1934****990333 法律事务 曹子轩 1934****99046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郑礼响 1934****995290 法律事务 高军军 1934****990226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强 1934****992528 法律事务 刘伟 1934****99018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姚武健 1934****990741 法律事务 琚锋 1934****99277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屈昌保 1934****993155 法律事务 岳文斌 1934****991248 计算机应用技术
戎成鹏 1934****994047 法律事务 张乃润 1934****991975 计算机应用技术
曹波波 1934****991011 法律事务 王路军 1934****99046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孙宝国 1934****991528 法律事务 吴秋华 1934****99014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胡凯璇 1934****990905 法律事务 刘博文 1934****994745 计算机应用技术
曹禺 1934****992335 法律事务 魏德宇 1934****9918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罗格格 1934****991233 法律事务 岳峰 1934****992874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万本佳 1934****993035 法律事务 程皓东 1934****9917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勤武 1934****990332 法律事务 滕玉杰 1934****990086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杨顺 1934****990706 法律事务 李杨 1934****995431 社区管理与服务

庞德胜 1934****995048 法律事务 夏继虎 1934****991192 社区管理与服务
姚金康 1934****991530 法律事务 李剑 1934****990910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莉 1934****994347 法律事务 李全 1934****990517 社区管理与服务
路远 1934****991262 法律事务 蔡勐 1934****990435 社区管理与服务

谢士凯 1934****991269 法律事务 轩玲玲 1934****992263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喆 1934****992868 法律事务 陈晨 1934****990834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家明 1934****991098 法律事务 唐家俊 1934****991213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晨 1934****991744 法律事务 郑礼连 1934****991198 社区管理与服务
马卫 1934****991197 法律事务 胡成杰 1934****993621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陆文龙 1934****994897 法律事务 丁丽 1934****995319 社区管理与服务
刘富山 1934****990265 法律事务 郑静 1934****990796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仲彧 1934****991565 会计 江爽 1934****990407 社区管理与服务
应潇霞 1934****991232 会计 刘晓飞 1934****992388 社区管理与服务
朱建军 1934****991017 会计 童慧 1934****991331 社区管理与服务
尚威 1934****990049 会计 吴洁丽 1934****990211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成 1934****990154 会计 张康 1934****991199 社区管理与服务
宋康 1934****995294 会计 王长钱 1934****990111 社区管理与服务
刘洋 1934****993642 会计 李壮 1934****992376 社区管理与服务

冯传王 1934****993326 会计 赵志友 1934****992059 社区管理与服务
童莹莹 1934****991169 会计 李子成 1934****991031 社区管理与服务
代玲 1934****991470 会计 徐乐 1934****995421 社区管理与服务

范君君 1934****992095 会计 姜倩倩 1934****990476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丁灿灿 1934****993088 会计 赵志龙 1934****990739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利民 1934****990843 会计 卞翔 1934****993403 社区管理与服务
吴继芳 1934****990129 会计 邱宏玲 1934****991428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圆圆 1934****990751 会计 刘桃风 1934****993445 社区管理与服务
韩旭 1934****990177 会计 王云艳 1934****990169 社区管理与服务

包宗乐 1934****990935 会计 张重 1934****990444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晶晶 1934****991262 会计 陈茜 1934****991135 社区管理与服务
庞梅 1934****990420 会计 韩磊 1934****991444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廷廷 1934****990938 会计 芮羚飞 1934****990887 社区管理与服务
谢鑫 1934****990164 会计 代仁义 1934****991669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静静 1934****991574 会计 孟辉 1934****995092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伟强 1934****991746 会计 左中香 1934****991348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杨婧 1934****991532 会计 孔维友 1934****992828 社区管理与服务

叶婉雨 1934****990063 会计 赵晖城 1934****995342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寅豪 1934****991011 会计 靳龙 1934****991079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萍萍 1934****990568 会计 付秀军 1934****991277 社区管理与服务
仇保卫 1934****990340 会计 李园园 1934****990309 社区管理与服务
闫凤娟 1934****990478 会计 杨明坤 1934****991126 社区管理与服务
胡伟龙 1934****992390 会计 武园园 1934****995416 社区管理与服务
贾甜雪 1934****993503 会计 王殿飞 1934****995039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子洋 1934****990091 会计 郑兆标 1934****990416 社区管理与服务
吴心帮 1934****990942 会计 张金玉 1934****995485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帅帅 1934****991188 会计 朱蓓蓓 1934****991401 社区管理与服务
韩露 1934****990427 会计 张爽 1934****990048 社区管理与服务

祁珊珊 1934****991517 会计 李明 1934****994791 社区管理与服务
田春 1934****991704 会计 邹伟 1934****992972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梦婷 1934****990586 会计 金球 1934****994560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艳 1934****991117 会计 荣新楠 1934****990113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咪咪 1934****991455 会计 沈杨 1934****994345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乔 1934****991125 会计 夏国安 1934****992933 社区管理与服务
刘俊 1934****994179 会计 王坤 1934****991009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朝俊 1934****993010 会计 胡春跃 1934****993824 社区管理与服务
孟红梅 1934****990074 会计 朱宝 1934****991408 社区管理与服务
沈雪梅 1934****990803 会计 吴杨 1934****990042 社区管理与服务
秦振兴 1934****990569 会计 何辉 1934****994007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汉林 1934****993622 会计 赵功成 1934****991227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芳 1934****991043 会计 单锦棠 1934****991994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思思 1934****994167 会计 吴心泉 1934****991121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燕 1934****995500 会计 方升 1934****994693 社区管理与服务

倪志成 1934****994679 会计 张洋 1934****994584 社区管理与服务
蔡晓艳 1934****995397 会计 唐奇 1934****994716 社区管理与服务
姚梦雪 1934****995051 会计 吴心润 1934****991120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杨启洁 1934****990700 会计 王超 1934****990931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波 1934****994031 会计 朱紫怡 1934****995671 物流管理

张显峰 1934****991264 会计 蔡帅 1934****991019 物流管理
赵迎节 1934****994253 会计 王春林 1934****995281 物流管理
郑貌 1934****995158 会计 陈洋 1934****993221 物流管理
苏乐 1934****995035 会计 张金刚 1934****991432 物流管理

侯高林 1934****994767 会计 王桐 1934****991292 物流管理
陆浩 1934****994134 会计 张兵 1934****994026 物流管理

钟家良 1934****99012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波 1934****994690 物流管理
杨琛 1934****99109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三刚 1934****995058 物流管理
邢程 1934****990676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晓辉 1934****991494 物流管理
龙涛 1934****99385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水平 1934****991960 物流管理

刘浩东 1934****991129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洪强 1934****990882 物流管理
钱程 1934****990927 计算机应用技术 任磊 1934****992282 物流管理

马屹松 1934****990435 计算机应用技术 柏乐 1934****991374 物流管理
朱双保 1934****99124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四刚 1934****994869 物流管理
陈士超 1934****99446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建军 1934****990625 物流管理
郑义军 1934****99047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宋飞 1934****990654 物流管理
王洋 1934****992790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仙 1934****992136 物流管理
史彦 1934****994904 计算机应用技术 连登喜 1934****991475 物流管理

黄健康 1934****99096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唐成 1934****990717 物流管理
沈西华 1934****9900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杨景 1934****991375 物流管理
于治成 1934****994836 计算机应用技术 沈久祥 1934****992129 物流管理
王顺 1934****9909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杨轲 1934****990069 物流管理



陈克伟 1934****9900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田洁 1934****991472 物流管理
黄开乐 1934****992508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卢荣林 1934****990163 物流管理
叶祖祥 1934****990874 计算机应用技术 蒋凯 1934****990329 物流管理
刘伟鹏 1934****991289 计算机应用技术 费翔 1934****990230 物流管理
邸永强 1934****990096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同让 1934****991356 物流管理
程建华 1934****99097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玉龙 1934****991058 物流管理
梁宇 1934****99013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漫丽 1934****991523 物流管理

赵欣然 1934****991504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志文 1934****991663 物流管理
赵金金 1934****993709 计算机应用技术 毕金旭 1934****992773 物流管理
杨松 1934****991725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学树 1934****991049 物流管理

李浩振 1934****990514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小川 1934****991699 物流管理
倪龙强 1934****99350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冯敬源 1934****994951 物流管理
夏劲松 1934****992995 计算机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