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生号 录取专业 姓名 考生号 录取专业
谢伟 1934*****90066 法律事务 黄旭民 1934*****94774 行政管理

孙伦胜 1934*****90073 法律事务 单强 1934*****94792 行政管理
鲍玲利 1934*****90134 法律事务 张国梁 1934*****94863 行政管理
梁修天 1934*****90135 法律事务 裴磊 1934*****94873 行政管理
张庆波 1934*****90139 法律事务 王磊 1934*****95010 行政管理
闫莉 1934*****90146 法律事务 刘天星 1934*****95011 行政管理
凌晨 1934*****90209 法律事务 陈鹏宇 1934*****95093 行政管理
岳亚 1934*****90212 法律事务 蔡士亮 1934*****95166 行政管理

刘永涛 1934*****90271 法律事务 闫少芳 1934*****95199 行政管理
赵凯 1934*****90271 法律事务 高奇 1934*****95261 行政管理
李军 1934*****90282 法律事务 刘子健 1934*****95283 行政管理

朱童节 1934*****90299 法律事务 杨俊杰 1934*****95343 行政管理
胡恩军 1934*****90320 法律事务 丁芳 1934*****95395 行政管理
孙海伟 1934*****90327 法律事务 蒋波 1934*****95446 行政管理
轩东 1934*****90334 法律事务 孙波 1934*****95449 行政管理

王怀仁 1934*****90353 法律事务 高红梅 1934*****95498 行政管理
郭谨瑜 1934*****90361 法律事务 王小琼 1934*****95536 行政管理
王康 1934*****90367 法律事务 蒋传伟 1934*****95550 行政管理

周茂军 1934*****90405 法律事务 李豪 1934*****95674 行政管理
薛蕾蕾 1934*****90424 法律事务 尹浩 1934*****96002 行政管理
鹿鹿 1934*****90426 法律事务 李三洪 1934*****90004 会计

陈传安 1934*****90513 法律事务 常伟荣 1934*****90026 会计
李博 1934*****90517 法律事务 龚书波 1934*****90035 会计

彭春润 1934*****90522 法律事务 王鑫 1934*****90047 会计
黄恒 1934*****90526 法律事务 柏娇娇 1934*****90058 会计

谢婷婷 1934*****90556 法律事务 张永春 1934*****90058 会计
陶悦悦 1934*****90562 法律事务 杨杨 1934*****90071 会计
张子健 1934*****90604 法律事务 王丹 1934*****90072 会计
康辰辰 1934*****90624 法律事务 王子岩 1934*****90132 会计
刘强 1934*****90632 法律事务 孙晓涵 1934*****90133 会计
李翔 1934*****90636 法律事务 蔡玄玄 1934*****90135 会计
蒋军 1934*****90673 法律事务 王成 1934*****90153 会计

陈卓扬 1934*****90702 法律事务 芮苗苗 1934*****90196 会计
吴同喜 1934*****90710 法律事务 李杰 1934*****90273 会计
李磊 1934*****90767 法律事务 卓明 1934*****90332 会计

李新亮 1934*****90832 法律事务 姚磊 1934*****90408 会计
张浩 1934*****90862 法律事务 孔令彬 1934*****90450 会计

王伟晴 1934*****90892 法律事务 杨腾霞 1934*****90451 会计
樊云龙 1934*****90930 法律事务 赵潭 1934*****90489 会计
苏剑波 1934*****90952 法律事务 张维佳 1934*****90494 会计
夏克亮 1934*****90972 法律事务 梅仓廪 1934*****90501 会计
许帅 1934*****90984 法律事务 仇涛 1934*****90513 会计

孙友耀 1934*****90985 法律事务 廖静娴 1934*****90539 会计
葛超 1934*****90992 法律事务 文玉柱 1934*****90565 会计

胡守兰 1934*****91054 法律事务 关家斌 1934*****90615 会计
陶康康 1934*****91137 法律事务 李园园 1934*****90693 会计
江明 1934*****91154 法律事务 余蕾 1934*****90700 会计

马晨晨 1934*****91250 法律事务 许娟 1934*****90707 会计
刘璐 1934*****91256 法律事务 余茂仙 1934*****90714 会计

张世杰 1934*****91286 法律事务 任启麟 1934*****90718 会计
王玖星 1934*****91337 法律事务 杨占城 1934*****90742 会计
吕杰 1934*****91348 法律事务 苏铃珺 1934*****90853 会计
宫涛 1934*****91441 法律事务 杨丹丹 1934*****90861 会计



朱丽 1934*****91480 法律事务 戴晓东 1934*****90880 会计
王磊 1934*****91501 法律事务 周丽 1934*****90900 会计

胡庆兵 1934*****91508 法律事务 李浩 1934*****90998 会计
童立春 1934*****91509 法律事务 孙超 1934*****91003 会计
陈浩 1934*****91548 法律事务 韩园园 1934*****91116 会计
陈延 1934*****91580 法律事务 王雷 1934*****91171 会计
朱江 1934*****91829 法律事务 赵开强 1934*****91241 会计

吴芳芳 1934*****92135 法律事务 金晶 1934*****91321 会计
袁金凤 1934*****92339 法律事务 朱琳 1934*****91363 会计
吴晓琦 1934*****93109 法律事务 苏楠 1934*****91370 会计
吴金波 1934*****93323 法律事务 程莹兰 1934*****91371 会计
沈浪 1934*****93586 法律事务 熊佳妮 1934*****91527 会计
王波 1934*****93609 法律事务 蒋坤 1934*****91533 会计
王全 1934*****93640 法律事务 王文娟 1934*****91635 会计
孙龙 1934*****93719 法律事务 胡晓彤 1934*****91652 会计
单良 1934*****94130 法律事务 赵岩 1934*****91653 会计

杨同梅 1934*****94195 法律事务 徐家兴 1934*****91666 会计
陈威 1934*****94275 法律事务 李亮 1934*****91708 会计
倪畅 1934*****94383 法律事务 王芳 1934*****92062 会计

陈晓东 1934*****94399 法律事务 范悦悦 1934*****92096 会计
王忠雨 1934*****94400 法律事务 王雪梅 1934*****92262 会计
芮旭辉 1934*****94418 法律事务 曹军能 1934*****92504 会计
刘飞 1934*****94509 法律事务 程尧 1934*****92888 会计
徐剑 1934*****94715 法律事务 王华楠 1934*****92904 会计

韩正晖 1934*****94742 法律事务 陈红 1934*****93025 会计
刘金林 1934*****94759 法律事务 杨涛 1934*****93116 会计
张建 1934*****94783 法律事务 马健 1934*****93674 会计
陈旭 1934*****94925 法律事务 董廷廷 1934*****93721 会计

何天龙 1934*****94926 法律事务 平野 1934*****94009 会计
谢煜 1934*****94953 法律事务 朱文翠 1934*****94188 会计

赵腾飞 1934*****95293 法律事务 王子龙 1934*****94271 会计
朱元北 1934*****95465 法律事务 窦凯 1934*****94356 会计
桂冠南 1934*****90007 行政管理 王文静 1934*****94372 会计
张亮 1934*****90008 行政管理 杨辉 1934*****94388 会计
葛峰 1934*****90009 行政管理 金希波 1934*****94446 会计

赵宇阳 1934*****90019 行政管理 许晓娟 1934*****94462 会计
高军 1934*****90025 行政管理 谢晓明 1934*****94532 会计
刘帅 1934*****90028 行政管理 毕力伟 1934*****94656 会计

单维旺 1934*****90030 行政管理 程赛 1934*****94733 会计
李绪绪 1934*****90052 行政管理 朱庚超 1934*****94735 会计
顾玉涛 1934*****90065 行政管理 朱传宝 1934*****95033 会计
李超 1934*****90080 行政管理 刘瑶 1934*****95191 会计

黄旭东 1934*****90081 行政管理 王来园 1934*****95506 会计
王文豪 1934*****90092 行政管理 钮翠 1934*****97036 会计
崔海瑞 1934*****90098 行政管理 吴德 1934*****9001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杜从雪 1934*****90100 行政管理 程登 1934*****900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邵志成 1934*****90101 行政管理 刘强 1934*****90029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田道勤 1934*****90110 行政管理 岳强 1934*****90038 计算机应用技术
潘士春 1934*****90119 行政管理 陆松辉 1934*****900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秦广丽 1934*****90119 行政管理 邵斌 1934*****90052 计算机应用技术
黄先进 1934*****90136 行政管理 熊小芳 1934*****90111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丹丹 1934*****90158 行政管理 李卫星 1934*****901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孙双 1934*****90226 行政管理 于良诚 1934*****90114 计算机应用技术

黄晓萍 1934*****90226 行政管理 许龙 1934*****90117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坤坤 1934*****90235 行政管理 贾计 1934*****9013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黄旭 1934*****90246 行政管理 苏文彬 1934*****90169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翔 1934*****90249 行政管理 刘晓芝 1934*****90170 计算机应用技术

马溧宏 1934*****90262 行政管理 杨帅帅 1934*****90179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坤 1934*****90265 行政管理 王陈 1934*****9019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徐洋洋 1934*****90279 行政管理 刘春 1934*****90208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吉祥 1934*****90282 行政管理 徐志强 1934*****9023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徐芝爱 1934*****90283 行政管理 顾昊 1934*****90272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辉 1934*****90284 行政管理 童仁杰 1934*****9029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山林 1934*****90285 行政管理 赵玉祥 1934*****90295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小宝 1934*****90286 行政管理 吕新灵 1934*****90358 计算机应用技术
齐瑞 1934*****90287 行政管理 张之国 1934*****90419 计算机应用技术
金乐 1934*****90300 行政管理 刘肖雅 1934*****90439 计算机应用技术

何文胜 1934*****90326 行政管理 王存 1934*****9044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吴怀勇 1934*****90343 行政管理 陈静 1934*****90467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智怡 1934*****90344 行政管理 李二兵 1934*****90488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军孟 1934*****90351 行政管理 王涛 1934*****905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志华 1934*****90356 行政管理 徐志愿 1934*****9057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许磊 1934*****90404 行政管理 王成真 1934*****9058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柏一鸣 1934*****90406 行政管理 孟令强 1934*****90599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孝龙 1934*****90412 行政管理 沈颂琪 1934*****906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阳 1934*****90417 行政管理 康楷文 1934*****9065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徐恒 1934*****90426 行政管理 姚晓贝 1934*****9066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左兆明 1934*****90428 行政管理 张杰 1934*****9067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孙海 1934*****90434 行政管理 孙羽 1934*****9067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云鹏 1934*****90462 行政管理 王鑫楠 1934*****9067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畅 1934*****90467 行政管理 李振捷 1934*****90678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景明 1934*****90501 行政管理 魏俊 1934*****9068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正杰 1934*****90506 行政管理 李龙 1934*****90748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继 1934*****90516 行政管理 夏迪 1934*****907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孔宇 1934*****90521 行政管理 徐翠 1934*****90792 计算机应用技术

余年浩 1934*****90531 行政管理 谷鹏 1934*****9079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宋雨 1934*****90548 行政管理 李成红 1934*****908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彭晓翔 1934*****90567 行政管理 杨安定 1934*****9084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周珣 1934*****90587 行政管理 张成辉 1934*****9084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孙亚菊 1934*****90593 行政管理 刘连会 1934*****9087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冬 1934*****90602 行政管理 姚远 1934*****90925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海生 1934*****90627 行政管理 张皓宇 1934*****9096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翔 1934*****90628 行政管理 花翔 1934*****9099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夏利民 1934*****90652 行政管理 彭小真 1934*****91007 计算机应用技术
侯胤 1934*****90660 行政管理 张旭 1934*****91069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雨 1934*****90663 行政管理 王次 1934*****9107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猛 1934*****90668 行政管理 谷长清 1934*****911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郭静 1934*****90677 行政管理 张子典 1934*****9119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胡志君 1934*****90709 行政管理 王磊 1934*****912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维 1934*****90713 行政管理 贾松 1934*****91244 计算机应用技术

高金祥 1934*****90715 行政管理 周乐 1934*****91247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杨成成 1934*****90720 行政管理 马婷婷 1934*****9126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许力 1934*****90736 行政管理 王频 1934*****913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姚雁 1934*****90737 行政管理 王雅丽 1934*****913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玉超 1934*****90741 行政管理 王玉文 1934*****9134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闫壮壮 1934*****90747 行政管理 杨振 1934*****9135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岳彦军 1934*****90774 行政管理 杨鹏程 1934*****9136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丰 1934*****90775 行政管理 吕峰 1934*****9136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寅 1934*****90776 行政管理 王勇 1934*****9139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徐杰 1934*****90788 行政管理 张宇 1934*****91402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健 1934*****90790 行政管理 赵小虎 1934*****914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杨会芹 1934*****90855 行政管理 王煜 1934*****91437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朱楠 1934*****90863 行政管理 高雨生 1934*****91479 计算机应用技术
闵杰 1934*****90889 行政管理 杨航 1934*****915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郑义 1934*****90900 行政管理 孙飞 1934*****915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朱宗锦 1934*****90911 行政管理 魏治野 1934*****915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柳旭 1934*****90924 行政管理 倪士磊 1934*****9152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国单 1934*****90924 行政管理 赵斌 1934*****91543 计算机应用技术
黄宇乐 1934*****90930 行政管理 王松 1934*****91548 计算机应用技术
马帮淮 1934*****90939 行政管理 张平利 1934*****9155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书兵 1934*****90941 行政管理 赵康康 1934*****91559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杨桂忠 1934*****90951 行政管理 孙梅 1934*****91568 计算机应用技术
方成浩 1934*****90958 行政管理 徐鹏飞 1934*****9162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祝旭 1934*****90964 行政管理 朱莹 1934*****916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吴涛 1934*****90989 行政管理 陈运运 1934*****91644 计算机应用技术

毛婷婷 1934*****90996 行政管理 倪士淤 1934*****916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陈孝南 1934*****91021 行政管理 王南 1934*****9203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吴祥宇 1934*****91027 行政管理 刘华宝 1934*****9207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唐锦仿 1934*****91028 行政管理 黄庆 1934*****9217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乾坤 1934*****91029 行政管理 朱宗伟 1934*****92196 计算机应用技术
程芳芳 1934*****91040 行政管理 龙正汉 1934*****9222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叶宣贤 1934*****91052 行政管理 孙建设 1934*****92347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勇敢 1934*****91065 行政管理 王乐天 1934*****92370 计算机应用技术
郭聪 1934*****91073 行政管理 毛元龙 1934*****92427 计算机应用技术

赵小龙 1934*****91094 行政管理 况文杰 1934*****9257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吴磊 1934*****91131 行政管理 岳磊 1934*****9266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纪旭 1934*****91140 行政管理 宗涛 1934*****9274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连吉 1934*****91149 行政管理 黄矿 1934*****9327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孙磊 1934*****91152 行政管理 杨文涛 1934*****93295 计算机应用技术

范荣方 1934*****91160 行政管理 陈彦希 1934*****9333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胡理胜 1934*****91169 行政管理 王康 1934*****9338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朱甜甜 1934*****91173 行政管理 陈鹏志 1934*****93592 计算机应用技术
钱宁 1934*****91196 行政管理 杨毅 1934*****93758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君 1934*****91223 行政管理 张贵升 1934*****9388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赵逸 1934*****91238 行政管理 张波 1934*****93890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可可 1934*****91241 行政管理 魏军 1934*****940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永东 1934*****91247 行政管理 吴昊 1934*****942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刘珠 1934*****91256 行政管理 徐晓 1934*****94335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杨婷婷 1934*****91268 行政管理 王嘉 1934*****9445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谷肖肖 1934*****91293 行政管理 谢义万 1934*****9474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褚福启 1934*****91296 行政管理 成国旺 1934*****9476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管士荣 1934*****91314 行政管理 张福春 1934*****950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单策 1934*****91318 行政管理 夏连玉 1934*****95130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陆士艳 1934*****91329 行政管理 高翔 1934*****95140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博 1934*****91333 行政管理 臧博宇 1934*****95435 计算机应用技术

郝泽稳 1934*****91334 行政管理 刘传照 1934*****954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郑瑞世 1934*****91341 行政管理 宗晨 1934*****95494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方好 1934*****91347 行政管理 赵静 1934*****96072 计算机应用技术
陶梦良 1934*****91369 行政管理 石云龙 1934*****90008 社区管理与服务
胡晓伟 1934*****91374 行政管理 邱保国 1934*****90079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郑 1934*****91376 行政管理 杨月 1934*****90137 社区管理与服务

营祝军 1934*****91385 行政管理 顾德安 1934*****90152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宣 1934*****91396 行政管理 芮建平 1934*****90244 社区管理与服务
樊乐 1934*****91404 行政管理 王颜 1934*****90288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陶帅 1934*****91423 行政管理 邱红焕 1934*****90298 社区管理与服务



黄子恒 1934*****91424 行政管理 李伟 1934*****90397 社区管理与服务
蔡望 1934*****91427 行政管理 宋青青 1934*****90512 社区管理与服务

鲍宇刚 1934*****91434 行政管理 陈凯丽 1934*****90571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万继承 1934*****91439 行政管理 洪乔 1934*****90600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珊珊 1934*****91440 行政管理 王海涛 1934*****90697 社区管理与服务
卢新宇 1934*****91443 行政管理 郑瑞军 1934*****90746 社区管理与服务
项轩 1934*****91467 行政管理 赵选 1934*****90765 社区管理与服务

鲁月月 1934*****91478 行政管理 张亮 1934*****90809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晨 1934*****91493 行政管理 张传念 1934*****90826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邹 1934*****91528 行政管理 李煜 1934*****90833 社区管理与服务
桂波 1934*****91530 行政管理 朱克光 1934*****90838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杨学一 1934*****91534 行政管理 余莉莉 1934*****90846 社区管理与服务
崔俊杰 1934*****91539 行政管理 黄巍 1934*****90871 社区管理与服务
计文娟 1934*****91545 行政管理 王勇 1934*****90893 社区管理与服务
邹忠强 1934*****91559 行政管理 芮克克 1934*****90897 社区管理与服务
顾正兵 1934*****91621 行政管理 王欢 1934*****90933 社区管理与服务
刘崇亮 1934*****91636 行政管理 张志洋 1934*****90990 社区管理与服务
梁婷婷 1934*****91645 行政管理 王迪 1934*****91013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君 1934*****91655 行政管理 陈涛 1934*****91131 社区管理与服务

万书宝 1934*****91679 行政管理 张中孝 1934*****91157 社区管理与服务
牛代运 1934*****91781 行政管理 张忠祥 1934*****91220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强 1934*****91791 行政管理 范辰辰 1934*****91365 社区管理与服务

蒋芳芳 1934*****91810 行政管理 左廷志 1934*****91387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汉妮 1934*****91811 行政管理 沈爱 1934*****91420 社区管理与服务
朱小龙 1934*****91842 行政管理 王艳梅 1934*****91464 社区管理与服务
马良 1934*****91854 行政管理 赵子龙 1934*****91485 社区管理与服务
吴祺 1934*****91857 行政管理 付晨晨 1934*****91498 社区管理与服务
邱扬 1934*****91905 行政管理 朱茂林 1934*****91544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杨庭 1934*****91906 行政管理 候树喜 1934*****91551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瑞 1934*****91989 行政管理 沈理 1934*****91737 社区管理与服务

周德坤 1934*****92078 行政管理 汪思源 1934*****91738 社区管理与服务
汤纪学 1934*****92101 行政管理 许彦丽 1934*****91769 社区管理与服务
徐元平 1934*****92238 行政管理 汪佳佳 1934*****92250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强 1934*****92274 行政管理 仇辉 1934*****92459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国红 1934*****92284 行政管理 刘鑫 1934*****92814 社区管理与服务
魏倩倩 1934*****92457 行政管理 戚海 1934*****92909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晶晶 1934*****92458 行政管理 鲍万超 1934*****93022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前 1934*****92515 行政管理 钱程 1934*****93045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舜 1934*****92522 行政管理 胡锦涛 1934*****93267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方兵 1934*****92526 行政管理 王莉 1934*****94268 社区管理与服务
魏忠阳 1934*****92600 行政管理 陈传涛 1934*****94406 社区管理与服务
罗伟旗 1934*****92691 行政管理 宋泽 1934*****94517 社区管理与服务
赵娅 1934*****92745 行政管理 周逢强 1934*****94697 社区管理与服务

方玉玲 1934*****92746 行政管理 朱靳靳 1934*****94781 社区管理与服务
邹良伟 1934*****92982 行政管理 张杰 1934*****95017 社区管理与服务
陈辉 1934*****93018 行政管理 张敬 1934*****95252 社区管理与服务
黄帅 1934*****93026 行政管理 崔荣华 1934*****95258 社区管理与服务

张广源 1934*****93094 行政管理 张禹 1934*****95312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绪坤 1934*****93237 行政管理 张全龙 1934*****95320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杰 1934*****93258 行政管理 张东东 1934*****90143 物流管理

胡浩男 1934*****93385 行政管理 张成弘 1934*****90289 物流管理
孙耀 1934*****93563 行政管理 唐涛 1934*****90312 物流管理
曹杰 1934*****93588 行政管理 吴胜 1934*****90429 物流管理

徐文祥 1934*****93607 行政管理 程叶兵 1934*****90433 物流管理
孙全娥 1934*****93623 行政管理 杨康 1934*****90448 物流管理



李玉山 1934*****93691 行政管理 江军 1934*****90614 物流管理
张雨 1934*****93740 行政管理 吴滨 1934*****90653 物流管理

张诗毅 1934*****93800 行政管理 黄孟升 1934*****90660 物流管理
曾凡宇 1934*****93804 行政管理 黄璐璐 1934*****90722 物流管理
李祥 1934*****93811 行政管理 宇凡 1934*****90723 物流管理

张浩浩 1934*****93891 行政管理 杜义 1934*****90756 物流管理
史义航 1934*****94027 行政管理 程东 1934*****90954 物流管理
胡玉芳 1934*****94091 行政管理 吴方成 1934*****91049 物流管理
张广辉 1934*****94133 行政管理 田刚 1934*****91153 物流管理
曹胜胜 1934*****94221 行政管理 徐明 1934*****91158 物流管理
张亮 1934*****94254 行政管理 章鹏飞 1934*****91176 物流管理
田琦 1934*****94333 行政管理 文豪 1934*****91382 物流管理

牛超强 1934*****94362 行政管理 于孟君 1934*****91425 物流管理
魏晓佳 1934*****94391 行政管理 王辉 1934*****91496 物流管理
王纪风 1934*****94393 行政管理 蔡维照 1934*****91670 物流管理
段杨梅 1934*****94404 行政管理 姚宝昌 1934*****92005 物流管理
李龙 1934*****94409 行政管理 王康 1934*****92639 物流管理
邓辉 1934*****94410 行政管理 陆云龙 1934*****92748 物流管理
陈龙 1934*****94411 行政管理 徐克龙 1934*****92827 物流管理
祝东 1934*****94445 行政管理 张敏 1934*****93110 物流管理

曹帅帅 1934*****94510 行政管理 陈聪 1934*****93208 物流管理
王岩 1934*****94518 行政管理 周琪 1934*****93313 物流管理
芦童 1934*****94520 行政管理 胡士亮 1934*****93685 物流管理
孙勇 1934*****94615 行政管理 朱宗晨 1934*****93741 物流管理

王则杏 1934*****94646 行政管理 刘泽润 1934*****94065 物流管理
李蒙蒙 1934*****94666 行政管理 杨阳 1934*****94987 物流管理
赵国栋 1934*****94750 行政管理 张廉 1934*****95400 物流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