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
20410316152850 刘启翔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0316152854 李轩磊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316152882 谷伊铎 酒店管理
20410316152928 沈张悦 应用化工技术
20410317110940 薛雨情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0317110976 李梦怡 酒店管理
20410401110328 柴钰越 酒店管理
20410401150442 柴钰超 酒店管理
20410412153062 杨柯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601900093 朱云璐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607900143 宋帅杰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612151273 李旭杰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612151361 杜俊豪 有色冶金技术
20410613112423 柴二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613112504 李铮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613112524 刘豪杰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613112633 周东林 电子商务
20410613112653 郝天齐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614900513 韩重阳 电子商务
20410615111197 郝振林 电子商务
20410615111217 王佳怡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0615111223 闫子豪 有色冶金技术
20410712153687 徐志勇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910900129 蔡玉奎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515113896 翟一帆 酒店管理
20411613156401 马开云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720152733 钟源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1801110176 苗维笑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1801111380 苗洪坤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1801111605 丁钰城 有色冶金技术
20411801152250 田鹏举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334 卞强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1801152730 葛二波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33 王真真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34 冯朝辉 有色冶金技术
20411801152735 郝兴华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736 王志明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738 李建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39 赵玉龙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0 卢文静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1 姚秀利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2 卢景霞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3 苗蕊蕊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4 高小芳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5 原贵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7 李洋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748 王莉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49 刘俊杰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750 苗建全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51 苗家棋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52 薛二波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53 李阳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754 周军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55 黄铁岩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56 党丽丽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57 王佩燕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59 任小忙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0 王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1 吕宝宝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2 常智臣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3 李建波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4 张三营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5 刘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6 刘泽文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7 赵严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8 郑艳舞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69 王朋飞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71 赵国军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72 姚苇妮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73 张会娟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74 卢小霞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76 赵帅帅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77 孙朋飞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79 卢心龙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0 党海波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2 李文文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3 张健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4 李亮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5 常红斌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6 苗梦凡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7 杨玉桂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8 常红亮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89 苗田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0 李旭平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1 田书强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2 焦艳会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3 周玉侠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4 任志鹏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5 陈为民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6 原海燕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7 李恩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8 常国喜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799 酒磊磊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0 李阳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1 刘蕾蕾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2 武建民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3 赵耀耀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4 李毛根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5 茹聪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6 牛林娜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7 李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8 刘玉乾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09 任建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10 孔风玲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11 田涛涛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12 苗静会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13 乔敏霞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17 牛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18 秦登礼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19 朱亚娟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20 刘丹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22 范小转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28 史强鑫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832 王山山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35 王小毛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37 李文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38 张艳丽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39 张轲轲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40 张明远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41 郎国强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42 李青松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1801152844 张华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48 郭二伟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51 王钰啸 有色冶金技术
20411801152853 张原朝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54 郝盼盼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58 任哲哲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59 刘鑫龙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61 李富强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63 商小刚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67 常庭瑶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68 于昆昆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870 杨小刚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71 范峰兵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73 郭志伟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1801152875 张驰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81 张浩浩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883 吴峥峥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84 王世龙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887 高鸽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1801152895 张东海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908 高燕鸽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11 张艳萍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14 于龙龙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17 张智皓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19 翟霖鹏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924 赵和文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925 杨江涛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27 代立红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30 郑新鹏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31 吴建新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1801152933 王玉保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34 苗心语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35 黄召祥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37 范俊杰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40 陶朝阳 有色冶金技术
20411801152941 宗璐璐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42 侯行丽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43 范功达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44 葛鹏飞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45 段人方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46 郭鹏辉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47 李时超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48 王楠楠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49 张凌霄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50 宗航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51 乔新峰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52 李伟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1801152953 薛向东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61 郑凯凯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64 段长江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65 黄静波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966 李文杰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68 张伟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69 史超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70 杨魁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71 杨婧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1801152972 姚新雨 有色冶金技术
20411801152975 邢兴邦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1152976 郑永琪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77 蔡盼盼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78 史晨峰 有色冶金技术
20411801152979 徐睢林 智能控制技术
20411801152985 高攀 电子商务
20411801152986 张世豪 酒店管理
20411801152988 张新平 应用化工技术
20411803900039 宋泽林 电子商务
20411807900197 谷君杰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1817900107 薛森浩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1817900163 姚腾飞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1820900114 卢思宇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2107900031 张正宇 智能控制技术
20412107900032 张文豪 智能控制技术
20412107900033 曹奥飞 智能控制技术
20412107900042 王亿豪 智能控制技术
20412107900059 冯小宁 智能控制技术
20412116900086 李红 酒店管理
20412401116699 李新月 首饰设计与工艺
20412501155957 鲁文轩 酒店管理
20413101113485 陈明澳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3101113547 任辉艳 酒店管理
20410103901330 吴迪 酒店管理
20410107110258 席昀畅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107110270 李成垚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111111284 张宇航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112110779 程凯然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112112012 韩宗政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112112015 范督兵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112112046 张晗 电子商务
20410112153227 杨昊龙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114154325 李坤剑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117901832 司增钰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117907407 李正杰 酒店管理
20410117907427 李云杰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076 安畅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278 孔志慧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306 高柳青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311 邵晴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318 黄雨晴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412 魏苗苗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421 赵思慧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462 胡凯月 酒店管理
20410211112516 张霄霄 酒店管理
20410301150173 席浩哲 酒店管理
20410301150175 王家震 酒店管理
20410301150179 王鹏远 酒店管理
20410302111485 王佳龙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310111172 姬远程 酒店管理
20410310111423 张贤亮 酒店管理
20410310111434 李圆圆 酒店管理
20410310111611 皇甫慧芳 应用化工技术



20410310111673 宋一航 有色冶金技术
20410312111952 韩婷婷 酒店管理
20410312152434 王晓飞 应用化工技术
20410314153632 郭兵园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315151873 李龙飞 电子商务
20410315901051 刘俊良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316111472 贾天乐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316111478 王琛林 无人机应用技术
20410316111483 郭佳一 智能控制技术
20410316111486 赵世豪 无人机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