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报考本科专业 备注

21P1138090621 董依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83 龙娟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92 黎薇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68 欧阳泽鹏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65 黄凡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71 卢文娟 电子商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78 高美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19 肖哲尹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72 邓文学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10 黄小霞 电子商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81 闵聪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66 李杰凤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88 陈靓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06 曾晶晶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04 廖柔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03 张仙嫣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11 吴松阳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00 吴瑞敏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05 范明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69 严梅芳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14 匡志凡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73 彭春龙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70 卢月鹏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79 陈鹏宇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86 颜琪 电子商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82 邱鸿文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15 王文博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01 肖湘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67 陆珊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94 谢望超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93 雷婉铮 电子商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90 杨昌祥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99 文俊 电子商务

21P1138090607 金双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87 何晶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75 郭小慧 电子商务 建档立卡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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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P1138090591 苏乐仪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85 张朝君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97 吴浩敏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98 邓博 电子商务

21P1138090589 邹志文 电子商务

21P1138090019 唐雨欣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17 黄文华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01 陈想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10 黄芳芳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06 向冰冰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22 阮嘉琪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23 文骏承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20 杨郑璇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24 周一鸣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03 邓丽汝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04 邓朵朵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16 陈芷萱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09 谢宸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14 苏世娜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08 易佳 汉语言文学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12 吴正红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02 周智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18 吴望红 汉语言文学

21P1138090015 刘凝 汉语言文学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485 刘甜 行政管理

21P1138090501 刘梦蝶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83 蒋鑫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94 李娜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90 谢莹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84 焦潁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82 蒋雯丽 行政管理

21P1138090504 唐仪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98 黄一娟 行政管理

21P1138090507 陈敏霞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91 孙薏媛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93 范宣瑜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88 李玉灵 行政管理

21P1138090508 丁方圆 行政管理

21P1138090500 文媛 行政管理

21P1138090506 李思维 行政管理



21P1138090486 周煜 行政管理

21P1138090503 朱凌汉 行政管理

21P1138090168 李前品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33 雷诚民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31 赵圣 机械电子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47 颜骏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79 孙宇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22 朱常红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98 倪成龙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87 刘霖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28 王祥 机械电子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26 姜梳 机械电子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45 易洲 机械电子工程 应征入伍退役毕业生

21P1138090153 聂鸿彪 机械电子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48 雷绳飞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90 陈飞龙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24 黄义辉 机械电子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96 张文武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44 李建玉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51 朱高广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30 向鑫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37 廖轩同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55 楚世雄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60 程硕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73 汤鑫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64 伍超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67 张凯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50 徐阳阳 机械电子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32 罗雪龙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97 张治伟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62 龚子奇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59 舒婷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56 张颖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82 樊永康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71 张伟龙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57 谭英哲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40 段棋深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58 周涛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70 唐昌锦 机械电子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80 舒畅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93 杨汉江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23 王鸿勇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142 练逸 机械电子工程

21P1138090634 罗萍 酒店管理

21P1138090630 罗恋 酒店管理

21P1138090629 刘栩 酒店管理

21P1138090633 肖阳 酒店管理

21P1138090628 温素贞 酒店管理

21P1138090625 何晴婷 酒店管理

21P1138090223 方钰灏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51 冯子信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05 何梓萌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7 胡凯成 汽车服务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203 蔡兴航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2 罗徐弘毅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5 黄召森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4 周俊洋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52 张志阳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08 汤鸿智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10 何旭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57 吴关胜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16 闫文贾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09 孟焕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1 何治洲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27 吴浩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14 何正斌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26 向军龙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3 张锦辉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6 唐佳辉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0 苏柱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02 肖建兴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56 牟健平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9 凌晗祺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6 王超宇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12 严汉文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15 刘志飞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0 唐浩东 汽车服务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253 蔡秀芝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00 帅鸿 汽车服务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201 邓仕鸿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19 周宁烨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5 曾志明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2 陈富达 汽车服务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241 田龙发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3 唐雄智 汽车服务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238 郭宇轩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13 刘星星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39 黄良铭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50 黄博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247 黄锦 汽车服务工程

21P1138090115 李婷婷 商务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98 贺紫杉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01 尹奇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14 杜娟 商务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80 龚婉婷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79 何芳习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05 梁欢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99 蒋韶亮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02 唐思其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21 鲁坤铭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5 何娟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19 王丽君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2 张灿缘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6 王佩瑶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13 黄慧琳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03 杨敏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91 谭鼎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90 雷雪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3 万雪 商务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95 潘鲜鲜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10 李白玉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1 李泱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11 杨佳慧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9 陈俊宏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92 邓乐芳 商务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109 周雪婷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7 陈思思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93 敖诗娟 商务英语

21P1138090108 梁娟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94 汪圆圆 商务英语



21P1138090084 柏俊 商务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644 袁满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48 黄玉蓉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00 曾君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53 龚晓莉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49 彭坤华 视觉传达设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709 陈浇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60 周心怡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81 张甜甜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15 韩颖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59 刘金辉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50 蒋令杰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63 曾丽婷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41 田秋 视觉传达设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691 何沁怡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61 陈心如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56 谭梓廷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20 刘翔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93 陈洪宇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46 肖怡雯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98 杨巧婷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16 彭梦喜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89 张思宇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90 朱佳婷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07 黄晶晶 视觉传达设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670 覃金华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45 梁帅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85 王芳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06 孙晓旺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51 符玉婷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01 张涛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68 徐雨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73 张材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710 徐少甫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71 冯澳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72 陈娅 视觉传达设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714 杨超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67 牟永芳 视觉传达设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665 吴仕超 视觉传达设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713 王朵璃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37 粟顺涵 视觉传达设计

21P1138090694 周楚杰 视觉传达设计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381 唐盼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80 刘芬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85 张美莲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43 何家昊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76 陈泽栋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72 陈能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59 万熹恒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84 郭少维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49 谢雨君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38 杨代东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67 丁德羊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60 何蝶 数字媒体技术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373 刘望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40 杜丽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70 李凌帆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35 彭晔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41 李仕凌 数字媒体技术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355 覃蕊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86 杨梦炎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51 刘子讷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83 廖泽宇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79 关敏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63 许胜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34 刘芙蓉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331 张国豪 数字媒体技术

21P1138090757 孙婉庭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74 尹开心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65 王珂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27 王炎炎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39 肖婕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63 邹红杰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38 陆丽杰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26 肖凯丽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52 欧阳芸倩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81 雷晶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90 肖小洁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33 何晴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46 刘达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51 邓资鑫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99 杨欢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49 朱慧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84 贺丽佳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41 彭艳娥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43 张慧敏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60 肖杰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67 龚天鹏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71 邓方魁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50 丁新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93 李嘉豪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64 谢毅鹏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56 李海波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88 唐湘兰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36 陈姝婷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80 潘宇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95 刘烈鑫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23 任伍澳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70 文彪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42 袁世文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61 赵亿亿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62 马玲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98 丁俞淞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37 罗辉红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72 黄涛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55 刘瑞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73 邓琴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778 陈皓旸 数字媒体艺术

21P1138090480 余思瑶 水产养殖学

21P1138090476 刘家璇 水产养殖学

21P1138090478 刘明华 水产养殖学

21P1138090479 刘滔 水产养殖学

21P1138090475 贺茜 水产养殖学

21P1138090481 刘金彪 水产养殖学

21P1138090477 陈娣丽 水产养殖学

21P1138090312 闵圣杰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2 杨丹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0 李勇根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07 谢星阅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67 徐飞翔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69 邹丽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68 刘志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77 李小茜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76 段智瑛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72 陈金彪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1 朱华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09 陈珍黎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94 张文君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5 彭程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87 何君婷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14 徐定军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8 张泽文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93 杨微真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82 胡石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58 张敬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6 刘沛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65 何鑫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08 阳玲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7 冯子龙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91 龙栋泉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17 柳千吉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11 郭梓梁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02 孙亚兰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3 江焱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18 齐潇飞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92 汤涛 物联网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261 谢志刚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83 全星霖 物联网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290 刘传松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85 卢从慧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73 刘智彬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80 陈煜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63 张鹏飞 物联网工程 应征入伍退役毕业生

21P1138090271 曹威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24 曹果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313 危欢 物联网工程

21P1138090296 欧兆永 物联网工程 同分

21P1138090303 刘文淼 物联网工程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40 谢叶贵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17 陈洁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11 向昭昭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38 廖承中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27 向洪瑶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45 夏巍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33 王清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20 龚梵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25 杨玉霞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18 万澳琪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31 肖利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37 蒋丽文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28 尹倩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63 王晨怡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23 严应欣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39 王泽宇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15 谢青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51 陈心怡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47 孙晓华 物流管理 应征入伍退役毕业生

21P1138090524 张莹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29 何微微 物流管理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50 徐其祥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30 覃礼玉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58 汤志豪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57 吴凤 物流管理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54 何荣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49 汪佳会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56 刘峰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19 田珊珊 物流管理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552 黄顺柏 物流管理

21P1138090514 周志鹏 物流管理

21P1138090031 程聪 英语

21P1138090068 李君洁 英语

21P1138090036 谭维维 英语

21P1138090040 黄雅玲 英语

21P1138090046 谢纯 英语

21P1138090030 唐江藤 英语

21P1138090034 唐春丽 英语

21P1138090044 贺雨青 英语

21P1138090035 粟玉湘 英语

21P1138090038 孙思雅 英语

21P1138090077 陈畑郝怿 英语



21P1138090073 陈明红 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32 谭圳妮 英语

21P1138090061 彭梓恬 英语

21P1138090071 郑艳妮 英语

21P1138090027 李谢辉 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41 彭燕 英语

21P1138090066 伏希 英语

21P1138090060 刘心雨 英语

21P1138090045 陈实琴 英语

21P1138090074 赵芙蓉 英语

21P1138090075 潘琪 英语

21P1138090025 彭敏智 英语

21P1138090069 刘炫 英语

21P1138090043 朱婧 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29 杨佳佳 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72 朱玲 英语

21P1138090065 唐碧莲 英语

21P1138090047 吴英倩 英语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037 曾小冉 英语

21P1138090067 陈妙意 英语

21P1138090055 彭婷 英语

21P1138090054 熊璐 英语

21P1138090048 向瑜 英语

21P1138090042 施晓露 英语

21P1138090469 周可意 园林

21P1138090444 张梦君 园林

21P1138090463 陈思雨 园林

21P1138090420 欧良韩 园林 建档立卡贫困生

21P1138090430 舒皓彬 园林

21P1138090464 陈珊珊 园林

21P1138090427 陈佩亭 园林

21P1138090415 谭淑 园林

21P1138090447 陈莎莎 园林

21P1138090448 邹晓敏 园林

21P1138090429 李玲 园林

21P1138090457 马灿 园林

21P1138090422 莫紫湘 园林

21P1138090421 袁伟健 园林

21P1138090452 黄泽欢 园林

21P1138090443 杨雨洁 园林



21P1138090460 舒易荤 园林

21P1138090428 徐湘香 园林

21P1138090458 义美芳 园林

21P1138090436 彭嘉鉴 园林

21P1138090432 蒋鑫 园林

21P1138090441 王宇 园林

21P1138090459 梁漩 园林

21P1138090449 陈涛 园林

21P1138090439 赵鹏伟 园林

21P1138090456 谭裴 园林

21P1138090423 李雅雯 园林

21P1138090417 陈斓辉 园林

21P1138090454 杨佳鑫 园林

21P1138090455 郭俊花 园林

21P1138090471 周洁 园林

21P1138090466 凌佳诚 园林

21P1138090468 官傲 园林

21P1138090472 刘达谦 园林

21P1138090453 贺旦 园林

21P1138090461 张子羽 园林

21P1138090407 马文鑫 园艺

21P1138090398 马东旭 园艺

21P1138090405 邓嘉丽 园艺

21P1138090400 高美 园艺

21P1138090409 叶晓琨 园艺

21P1138090411 林娟 园艺

21P1138090402 缪沅阳 园艺

21P1138090387 尹赠智 园艺

21P1138090396 龙吉梅 园艺

21P1138090410 陈翔宇 园艺

21P1138090401 舒友江 园艺

21P1138090394 向舒琴 园艺

21P1138090388 邓云鹏 园艺

21P1138090404 陈汀 园艺

21P1138090412 田润 园艺

21P1138090397 雷艳 园艺

21P1138090403 许敬 园艺

21P1138090392 夏枫 园艺

21P1138090413 陈楠林 园艺

21P1138090390 黄锐 园艺 建档立卡贫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