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 2020 年“圆梦计划”财政资助 

网络教育类学员名单 

 

一、北京外国语大学 113 人（咨询电话：83698256）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安艳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1 

2 曹俊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715190011 

3 曹阳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21 

4 曾梦玉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715190002 

5 陈安琪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6 

6 陈碧嫣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8 

7 陈博巍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1 

8 陈冬丽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1 

9 陈卿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3 

10 陈水亮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2 

11 陈贤平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6 

12 陈小凤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2 

13 仇青青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13 

14 崔志华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7 

15 邓婷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3 

16 傅小媚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4 

17 葛敏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1 

18 郭丽华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3 

19 郭晓云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1 

20 韩世超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9 

21 何小艳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5 

22 胡小丽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2 

23 黄秋丽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14 

24 黄文广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9 

25 蒋凯文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9 

26 蒋钦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6 

27 孔雪莹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3 

28 赖欢进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4 

29 赖丽花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2 

30 赖瑜娟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7 

31 李春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2 

32 李飞燕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16 

33 李琳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8 

34 李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3 



35 李霞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20 

36 李向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4 

37 李秀霞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09 

38 李艳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3 

39 梁春惠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5 

40 梁智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4 

41 廖洁怡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6 

42 廖欣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5 

43 廖智兰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7 

44 林俊贤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32 

45 林勤政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7 

46 林榕洪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4 

47 林燕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8 

48 刘丹荧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09 

49 刘芳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5 

50 刘喜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0 

51 刘夏莲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0 

52 刘志炯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715190001 

53 卢宇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8 

54 罗丹怡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20 

55 罗婉芬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1 

56 罗雁茹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21 

57 罗勇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5 

58 马飞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6 

59 马术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1 

60 马艺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2 

61 潘桂云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20 

62 彭文祥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9 

63 邱文富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2 

64 饶丽娟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6 

65 施小雨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7 

66 史超然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4 

67 谭晓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7 

68 万珊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3 

69 王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24 

70 王嘉茵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1 

71 王燕丽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14 

72 韦芝连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15 

73 温志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4 

74 温钟燕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20 

75 文朝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8 

76 翁美芬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715190007 

77 吴爱英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2 



78 吴剑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3 

79 吴小玉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4 

80 吴晓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5 

81 吴裕子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22 

82 夏琼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33 

83 谢晓琳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3 

84 谢志伟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6 

85 颜云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8 

86 姚贻笋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715190005 

87 叶海朗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7 

88 叶晓建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4 

89 叶优优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09 

90 余艳纯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12 

91 余宇茜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23 

92 袁胜奇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09 

93 袁叶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23 

94 张凯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715190004 

95 张伟芬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13 

96 张小娇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10 

97 张晓燕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0 

98 张旭鹏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6 

99 张艳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8 

100 赵从利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6 

101 赵素美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22 

102 郑琨徐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715190003 

103 郑晓玲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11 

104 钟丽丽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17 

105 钟丽燕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315190023 

106 钟敏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15190019 

107 周小燕 专升本 会计学 202215190012 

108 周晓珊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07 

109 朱鸿海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1 

110 朱文星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2 

111 朱远平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815190005 

112 朱月莹 专升本 金融学 202415190010 

113 庄佳璇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515190015 

 

二、西安交通大学 82 人（咨询电话：82342750）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刘家明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093853540077 

2 李琰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093853540105 

3 周知之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093853540172 



4 卢秋媛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093853540097 

5 陈亚红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093853540189 

6 刘申柱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093853540218 

7 李文龙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0093853540079 

8 董倩云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034 

9 庄妙玉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038 

10 靖刘伟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060 

11 陈晓芬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206 

12 田镇柳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183 

13 李求风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187 

14 陈宏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175 

15 钟杰华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234 

16 任秀娟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237 

17 李小华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191 

18 曾罗强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173 

19 王玉林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0093853740304 

20 胡小梅 专升本 法学 120093853050100 

21 陈晓雯 专升本 法学 120093853050255 

22 秦媛 专升本 法学 120093853050258 

23 殷鹏程 专升本 法学 120093853050058 

24 黄颖勃 专升本 法学 120093853050180 

25 周红金 专升本 法学 120093853050086 

26 曹美娟 专升本 法学 120093853050224 

27 余雅琪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149 

28 黄佳欣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151 

29 杨灿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152 

30 周敏楠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122 

31 何杏子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146 

32 刘美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36 

33 徐述雄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39 

34 秦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035 

35 刘婕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085 

36 李艳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083 

37 冯恒集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08 

38 王凯基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15 

39 唐珊珊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130 

40 蒙淑优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21 

41 景强强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25 

42 王丽丽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75 

43 黄佳祎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0093853060283 

44 刘晓倩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081 

45 谭淑姣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120093853150082 



向） 

46 邬文杰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164 

47 黄振镕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235 

48 李常宾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049 

49 蔡汉业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061 

50 姜星宇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306 

51 肖金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309 

52 周洁静 专升本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方

向） 
120093853150287 

53 凌子珺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0093853140196 

54 申席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207 

55 陈欢欢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186 

56 黄木花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178 

57 林佩音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241 

58 潘松林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155 

59 李文彬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059 

60 刘丽婷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078 

61 罗金凤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222 

62 邹艳芳 专升本 会计学 120093853020223 

63 颜登明 专升本 机械工程 120093853150057 

64 涂文浩 专升本 机械工程 120093853150176 

65 温威斯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26 

66 陈柔香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01 

67 钟玉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47 

68 蒋家靖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92 

69 韦港新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204 

70 郑会正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71 

71 张洪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79 

72 王永瑞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74 

73 袁辉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157 

74 丁应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227 

75 钟智勇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0093853010307 

76 何卫雄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0093853410125 

77 黄玉龙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0093853410252 

78 毕杉 专升本 药学 120093853810037 

79 李辉冬 专升本 药学 120093853810154 

80 石小飘 专升本 药学 120093853810181 

81 邱英 专升本 药学 120093853810156 



82 曾镇丽 专升本 药学 120093853810162 

 

三、西南财经大学 110 人（咨询电话：82095021）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毕洋桂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681 

2 蔡珺珺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555 

3 曾顿彬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531 

4 曾海发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10327 

5 曾立妹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28 

6 陈爱玲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506 

7 陈翠娟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692 

8 陈可红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89 

9 陈美旋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960 

10 陈淼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494 

11 陈杨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560 

12 陈英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34 

13 陈咏红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74 

14 程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93 

15 崔伟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00910053 

16 戴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04 

17 邓思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482 

18 冯龙平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612 

19 傅世佳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75 

20 甘怡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00909615 

21 高星雨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88 

22 高育鑫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671 

23 葛星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62 

24 龚欢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57 

25 何绮雯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91 

26 何瑜情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683 

27 黄培亮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484 

28 黄醒平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72 

29 纪舒舒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666 

30 江俊琴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10067 

31 蓝秋娟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68 

32 黎昆明 专升本 保险学 7200909943 

33 李奥梅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36 

34 李慧珊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10047 

35 李权峰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682 

36 李婷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00909547 

37 李兴双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473 

38 梁素韶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23 



39 梁雪雄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00909546 

40 廖春红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03 

41 林菊红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00909579 

42 刘福香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45 

43 刘辉映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475 

44 刘静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10037 

45 刘俊凤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668 

46 刘振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10029 

47 龙建梅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474 

48 龙晓苑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495 

49 陆燕梅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00909548 

50 罗孝武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64 

51 麦立明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559 

52 孟兰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665 

53 莫秋霞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488 

54 庞俊勇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675 

55 彭琼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00910048 

56 彭沙沙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694 

57 秦丹萍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691 

58 生辉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58 

59 史娟娟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22 

60 舒亚琴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688 

61 宋达奇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613 

62 苏永忠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71 

63 孙辈宁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56 

64 唐丽红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54 

65 涂志义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550 

66 汪芳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25 

67 王加良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73 

68 王力冰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614 

69 王美玲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00909567 

70 王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69 

71 王思思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697 

72 王文娟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49 

73 王瑜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24 

74 文和林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693 

75 吴利华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994 

76 吴隐斓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492 

77 伍仁利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685 

78 夏娟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10008 

79 肖诗懿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81 

80 谢丹琪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00909551 

81 谢丽娟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552 



82 幸凡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05 

83 熊仁阳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566 

84 熊泽栋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527 

85 徐莉莉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498 

86 严文钧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144 

87 叶建强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00909535 

88 叶水连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689 

89 余申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76 

90 张二超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476 

91 张俊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33 

92 张茂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00909592 

93 张美丹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478 

94 张清艳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580 

95 张文芳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483 

96 张煜翔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577 

97 赵悦琴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677 

98 赵志亮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496 

99 郑苗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690 

100 郑思雅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00909497 

101 郑新员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481 

102 郑扬娟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00909594 

103 郑泽鑫 专升本 金融学 7200909700 

104 钟晶晶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53 

105 钟青松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611 

106 钟艳艺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669 

107 周婵姿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78 

108 周小明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00909544 

109 朱婷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00909570 

110 庄佳妮 专升本 会计学 7200909698 

 

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13 人（咨询电话：33380516）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杨春花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9253 

2 萧愉运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09256 

3 钟泗华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09252 

4 陈晓敏 专升本 英语 209255 

5 戴裕纯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09254 

6 丁玉璨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09258 

7 晏林祥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9251 

8 钟青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9250 

9 张璋 专升本 英语 209249 

10 陈芳 专升本 会计学 209248 



11 林培霞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9247 

12 梁燕媚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9246 

13 邱礼滨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9257 

 

五、武汉理工大学 37 人（查询电话：83255288）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严斑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370214300007 

2 郭川川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370214300010 

3 童洋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02370214300007 

4 黄松浩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379812300004 

5 魏纯洁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370214300006 

6 黄宗侃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09 

7 林森烈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06 

8 陈耀宗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379812300003 

9 周冬香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375012300011 

10 兰浩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10 

11 李碧宏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2371212300004 

12 马惠珠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02372412300003 

13 杨维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12 

14 胡勇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02372412300001 

15 黄剑威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05 

16 刘欣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11 

17 周发涛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379812300005 

18 刘晓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15 

19 杨英泽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16 

20 董美娜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370214300011 

21 谢杰智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13 

22 张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375012300009 

23 谢斌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02372412300004 

24 王智辉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02372412300002 

25 李圳圳 高起专 建设工程管理 202376614300001 

26 方园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379812300001 

27 汤丽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373412300008 

28 熊儒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375012300001 

29 王倩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375012300016 

30 候子静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370214300008 

31 陈燕如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375012300019 

32 闫锦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370214300012 

33 李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375012300003 

34 朱东玲 专升本 法学 202375712300001 

35 王德卿 专升本 法学 202375712300003 

36 郭亮 专升本 法学 202375712300004 



37 戴传发 高起专 机电一体化技术 202379414300001 

 

六、四川大学 61 人（咨询电话：2222555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胥霞菲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DN1202U5001 

2 周贵彬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01 

3 何翠芳 专升本 会计学 DC2202U5004 

4 周婵婵 专升本 法学 DB1202U5001 

5 杨果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04 

6 印雨 专升本 土木工程 DI4202U5011 

7 赖誉平 专升本 市场营销 DC4202U5008 

8 杨治苑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08 

9 蒋峰 专升本 土木工程 DI4202U5013 

10 邓检兵 专升本 土木工程 DI4202U5005 

11 陈木清 专升本 市场营销 DC4202U5001 

12 曹振楠 专升本 土木工程 DI4202U5003 

13 姚栋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12 

14 江晓曼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DN1202U5002 

15 邹萍 专升本 金融学 DG2202U5001 

16 黄丹 专升本 行政管理 DJ1202U5002 

17 徐倩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DC3202U5006 

18 刘旭霞 专升本 会计学 DC2202U5010 

19 陈泽铃 专升本 法学 DB1202U5015 

20 余丽媛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05 

21 王嘉成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15 

22 陈恩宇 专升本 通信工程 DH2202U5003 

23 程露冲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02U5003 

24 张金胜 专升本 法学 DB1202U5008 

25 陈高良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11 

26 饶祥鹦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DN1202U5004 

27 吕海波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DC3202U5010 

28 李丽 专升本 会计学 DC2202U5009 

29 蒋飞飞 专升本 会计学 DC2202U5006 

30 李灏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02U5021 

31 李连杰 专升本 行政管理 DJ1202U5010 

32 吴欣荣 专升本 旅游管理 DP1202U5001 

33 查大雪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DN1202U5008 

34 陈伟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02U5019 

35 李慧婷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DN1202U5018 

36 杨凤松 专升本 通信工程 DH2202U5001 

37 张嘉琪 专升本 会计学 DC2202U5011 

38 程浩 专升本 法学 DB1202U5013 



39 曾荣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21 

40 任曼曼 专升本 法学 DB1202U5011 

41 田剑波 专升本 通信工程 DH2202U5005 

42 杨丽丽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DN1202U5013 

43 钟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16 

44 黄贵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21 

45 苏庆伟 专升本 市场营销 DC4202U5005 

46 罗双 专升本 会计学 DC2202U5016 

47 曾军 专升本 法学 DB1202U5014 

48 杨华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20 

49 高俊 专升本 土木工程 DI4202U5016 

50 杨鑫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02U5029 

51 古丽婷 专升本 会计学 DC2202U5022 

52 黄裕青 专升本 土木工程 DI4202U5014 

53 潘梅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24 

54 林新 专升本 金融学 DG2202U5004 

55 庞慧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22 

56 唐振松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24 

57 张洁琳 专升本 市场营销 DC4202U5006 

58 杨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DC1202U5026 

59 骆胜华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02U5030 

60 陈建彬 专升本 通信工程 DH2202U5007 

61 胡志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02U5028 

 

七、郑州大学 16 人（查询电话：82095484）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田苗云 专升本 英语 20217329001 

2 黄婷婷 专升本 英语 20217329002 

3 唐少敏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7322001 

4 徐欢 专升本 教育学 20217328001 

5 任洋 专升本 英语 20217329005 

6 吕慧峥 专升本 护理学 20217312001 

7 何琪 专升本 英语 20217329006 

8 任文 专升本 英语 20217329003 

9 杨成冬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7318004 

10 李梦玲 专升本 教育学 20217328004 

11 魏畅 专升本 法学 20217302001 

12 陈美华 专升本 英语 20217329007 

13 张玉峰 专升本 金融学 20217320003 

14 陈培盛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7340007 

15 李浴锴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7325016 

16 贺卉美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7325015 



八、四川农业大学 20 人（咨询电话：8397555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王坤平 高起专 财务管理 W440220230063 

2 阳华 高起专 财务管理 W440220230068 

3 蔡玉忠 高起专 电子商务 W440220230058 

4 龚佳锡 高起专 计算机信息管理 W440220230070 

5 黄奕涵 高起专 计算机信息管理 W440220230071 

6 连世奇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W440220230062 

7 李彦昭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W440220230061 

8 郭隆强 高起专 应用化工技术 W440220230060 

9 康超豪 专升本 工程造价 W440220220092 

10 康伟东 专升本 工程造价 W440220220091 

11 陈泽霖 专升本 工商管理 W440220220086 

12 陈雅龙 专升本 建筑学 W440220220075 

13 刘晴如 专升本 教育技术学 W440220220059 

14 刘文茹 专升本 教育技术学 W440220220098 

15 邓晓芬 专升本 社会工作 W440220220106 

16 梁彩英 专升本 社会工作 W440220220087 

17 巫露露 专升本 社会工作 W440220220083 

18 吴鸿斌 专升本 视觉传达设计 W440220220058 

19 张玉兰 专升本 土木工程 W440220220122 

20 曾芷瑶 专升本 园林 W440220220082 

 

九、西南科技大学 10 人（查询电话：82342750）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唐香淳 高起专 会计 208019950018 

2 刘晴 高起专 会计 208019950001 

3 马海斌 高起专 应用电子技术 208359950015 

4 杨正菊 高起专 会计 208019950028 

5 邓佳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08119950008 

6 钟柳梅 高起专 会计 208019950002 

7 王广旗 高起专 会计 208019950030 

8 王雅丹 高起专 会计 208019950019 

9 郭明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08119950007 

10 郭建华 高起专 法律事务 20808995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