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 2020 年“圆梦计划”财政资助

学员名单 2

一、湘潭大学 178 人（咨询电话：0755-82095373）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周锐 专升本 药学 202015486

2 尹淑丽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5831

3 周理云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10184

4 李瑰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2111

5 谭喜瑛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2012731

6 徐路平 专升本 法学 202011792

7 黄丽珠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2012099

8 黄小仪 专升本 法学 202009052

9 吕云鹏 专升本 酒店管理 202010068

10 谷运兰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09395

11 魏文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0511

12 王强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2009466

13 黎翠云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09309

14 黎达国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3401

15 朱秀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09999

16 陆凤玲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10040

17 李瑶安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2783

18 张江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1130

19 谢天星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2634

20 张明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0701

21 郭海龙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1231

22 邱昊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09751

23 邓贵鹏 专升本 新闻学 202012364

24 唐慧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009521

25 揭育群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13762

26 杨淑华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3163

27 曾琴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0427

28 周梦微 专升本 药学 202009389

29 吴涛 专升本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2013154

30 段炼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1340

31 刘威 专升本 网络工程 202013519

32 何强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2740

33 符升 专升本 网络工程 202012279

34 陈柯圳 专升本 法学 202010715



35 黄戏棉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0028

36 夏美花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2633

37 朱燕红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1350

38 杨艳红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02012002

39 余富水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015287

40 邵星逢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014728

41 廖莹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2734

42 陈美平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5716

43 肖亮萍 专升本 法学 202012419

44 翦艳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012663

45 吴玉洁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2015376

46 姚孟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1988

47 陈闻丽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12645

48 易丹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1923

49 刘欢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3191

50 邓平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2010147

51 余棠花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1510

52 廖观明 专升本 法学 202012558

53 罗嘉鹏 专升本 经济学 202014431

54 张明乾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1337

55 周元华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2010289

56 林杰华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2014334

57 余洁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4823

58 林水兰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4172

59 王静霞 专升本 行政管理 202012882

60 朱素香 专升本 行政管理 202012877

61 唐政恒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1754

62 段凌燕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012876

63 莫永清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0445

64 唐凡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09539

65 郑惠平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10261

66 王俊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0808

67 管绪恩 专升本 测绘工程 202013520

68 周永明 专升本 通信工程 202011009

69 唐碧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3282

70 刘海波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0717

71 郭梦玲 专升本 测控技术与仪器 202012047

72 吴桔林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2014640

73 牛向乐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2374

74 刘倦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1535

75 王明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2910

76 张美珠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10307

77 石泽英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4824



78 刘辉岸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3660

79 黄义云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010714

80 林丽纯 专升本 金融学 202010280

81 义海涛 专升本 网络工程 202009167

82 黄冬强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15047

83 赵小玉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10156

84 邹淑珍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0968

85 王琛伟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2397

86 周亚磊 专升本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2011241

87 王海棠 专升本 金融学 202011785

88 陈春行 专升本 金融学 202011527

89 陈媛媛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09789

90 聂宪铭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1376

91 张宪元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09106

92 郑春丽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14237

93 王健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2009943

94 蔡鹿其 专升本 经济学 202012860

95 陈财英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3196

96 杨晨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2757

97 周芳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2012650

98 谭娜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0460

99 黄鹏宾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0517

100 沈远东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0384

101 封景山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0425

102 唐毅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1776

103 陈欢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013193

104 王学知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1259

105 黄嫒嫒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1531

106 胡祖京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02012355

107 徐曼卿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2840

108 房巧军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4217

109 肖平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09510

110 李双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09463

111 黄诗蕾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11106

112 王莹 专升本 档案学 202012089

113 钟丽琼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1381

114 张丽娟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2674

115 兰赛嵩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2011380

116 陈燕璇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5724

117 赵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0937

118 饶鹏云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2011782

119 刘兵 专升本 经济学 202013364

120 任勇亮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4732



121 张炫权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1984

122 王晓云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3461

123 李小雪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2010077

124 贺娟娟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2010589

125 莫沛明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2026

126 梁铭汉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09878

127 许伟龙 专升本 金融学 202012241

128 黄剑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1904

129 邓小清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4461

130 张佳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2841

131 黄文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2234

132 吴啊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2494

133 阳辉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3156

134 刘然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0278

135 汪新娌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0567

136 王次强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3370

137 易波 专升本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2012148

138 王盛佳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2015802

139 李丽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009374

140 杨舟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012224

141 朱世鹏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4719

142 代诗洁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0465

143 陈革伟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3360

144 黄桂琴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0351

145 李昀霞 专升本 广告学 202012223

146 邓丽红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2034

147 胡怡婧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2889

148 何翠萍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09092

149 陈雅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3038

150 薄军凯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09107

151 钟晓君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2010275

152 曾文斌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15120

153 林程淮 专升本 通信工程 202009514

154 杨毅宏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0564

155 朱铭光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09603

156 杨思静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0970

157 刘称秀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0690

158 许梓涵 专升本 通信工程 202015239

159 黄戴萍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09737

160 何琪愿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2874

161 廖勇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10189

162 李翔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2015798

163 李洪杰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2926



164 张柳 专升本 行政管理 202012936

165 王苑玲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014421

166 黄小霞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5298

167 何秋虹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09914

168 郭素素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2010329

169 翟移民 专升本 行政管理 202012239

170 徐康 专升本 通信工程 202010809

171 王玉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10367

172 吴勇丰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2617

173 龙丽婷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2011523

174 李玫桂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3009

175 李岸灵 专升本 金融学 202010902

176 朱韵晴 专升本 会计学 202014877

177 李兴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2010081

178 邝栩欢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2014270

二、华东交通大学 63 人（咨询电话：0755-8397555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专业 学号

1 罗克奋 专升本 车辆工程 030712868

2 胡武勇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12990

3 黄胜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801944

4 兰市平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801938

5 李毅章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05454

6 韦明广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801945

7 徐发辉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1003832

8 张发祥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904416

9 陈仕训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71289

10 彭镛霖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538527

11 肖湘峰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311107

12 李铁文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18577

13 胡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0413486

14 李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0311517

15 李展翼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1111624

16 谢凌云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1109282

17 龙浩翔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514545

18 王景璐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713722

19 陈先金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290

20 顾景乾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713070

21 黄小波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296

22 梁洁雯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514465

23 孟硕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2997

24 王锦茹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016



25 莫家毅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01646

26 王文能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081

27 曾剑辉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1107606

28 邓炟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0413432

29 李翔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0713676

30 叶广鹏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0900638

31 姜姗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311129

32 李武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611871

33 李竹君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3046

34 刘蔓丰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5580

35 彭浩添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514563

36 丘振希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3004

37 苏喜旋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514583

38 徐佳丽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514556

39 余凡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3478

40 曾辉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533825

41 屈玲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525082

42 王薪佳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311610

43 鄂鑫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509705

44 蓝杰鸿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6404

45 孙宇航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3062

46 董明月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3107

47 宋冠丹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713099

48 王衡祁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311256

49 夏彦昕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413091

50 徐博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500901

51 茹雪权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030413122

52 苏丁辉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030311629

53 龚宏发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030496220

54 赖颖晓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030413052

55 尹桂玲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030536547

56 程龙 专升本 市场营销 030408399

57 李国燊 专升本 市场营销 030412938

58 刘燕蓉 专升本 市场营销 031109339

59 潘雪英 专升本 市场营销 030408369

60 陈王明 专升本 土木工程 030412953

61 龚志攀 专升本 土木工程 031111625

62 李斌 专升本 物流管理 030311203

63 喻浩青 专升本 物流管理 030413160



三、广东财经大学 107 人（咨询电话：0755-2221243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专业 学号

1 王彬 高起专 金融管理 2164274511011

2 魏保燕 高起专 金融管理 2164274511010

3 韦良峰 高起专 金融管理 2164274511007

4 熊建新 高起专 金融管理 2164274511004

5 王保卫 高起专 金融管理 2164274511003

6 李丽娟 高起专 金融管理 2164274511002

7 庞业德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20

8 李静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17

9 黄浩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16

10 邱道菊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15

11 李斯敏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14

12 熊娟子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13

13 李翠山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12

14 张稳波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11

15 吴松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05

16 蓝茄丹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04

17 湛湘平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03

18 覃南松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64124511002

19 钟晓婷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20

20 刘再防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19

21 易春苗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18

22 李小娇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17

23 伍世浩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16

24 唐见芳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13

25 郑晓丹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10

26 尚小冬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09

27 曹克南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05

28 莫肖妃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04

29 黄小廷 高起专 市场营销 2164084511003

30 钟秋莲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37

31 曾雪萍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34

32 韦梅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33

33 邱衡桂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32

34 崔明娟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31

35 柯学婷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30

36 望晓清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29

37 廖春媚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23

38 高潘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22

39 陈勇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21

40 叶日彩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20



41 洪冬兰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17

42 陈绪通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15

43 李久停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14

44 蓝金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13

45 黄健盛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10

46 王静阳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07

47 李凯利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06

48 蒲亚蓉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64024511005

49 黄金连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41

50 祁贝贝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39

51 巫珍灵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35

52 洪晓晓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34

53 林晓群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30

54 王秋怡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28

55 张艳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27

56 黄晓霞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26

57 李媛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25

58 徐桃梅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23

59 钟美霞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19

60 曾丽娜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14

61 蔡淼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12

62 黄开英 高起专 会计 2164014511010

63 陈小敏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18

64 刘彬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17

65 蔡乃祥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16

66 陈小丹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15

67 张春妹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14

68 廖彬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09

69 刘英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06

70 林静贤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05

71 陈金玉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04

72 李筱丽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03

73 周心怡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54104511002

74 云婷婷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154094511011

75 张彩柳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154094511010

76 郑传鸿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154094511009

77 张志豪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154094511003

78 石偕宏 专升本 金融学 2153064511011

79 李旭 专升本 金融学 2153064511008

80 黄昆生 专升本 金融学 2153064511003

81 汤旭鑫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153034511003

82 杨卓凡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53024511023

83 陈应谋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53024511021



84 余楠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53024511017

85 张俊森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53024511016

86 刘文谦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53024511013

87 梁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53024511007

88 谢美兰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53024511005

89 李曜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53

90 陈宇婷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52

91 孟文敏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50

92 沈文花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47

93 陈芳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46

94 郑洁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45

95 黄坤兰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44

96 张晴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41

97 蓝静婷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39

98 吴小铃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38

99 余晓纯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27

100 朱小艳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23

101 黄晓玲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22

102 黄小连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21

103 李琼珍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19

104 叶尚霞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14

105 李丽敏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08

106 彭儒生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07

107 张荣 专升本 会计学 2153014511002

四、暨南大学 248 人（咨询电话：0755-2607129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专业 学号

1 曹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098

2 曾浩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80

3 曾慧珍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7

4 曾如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22

5 曾庆梅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56

6 曾梦婷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44

7 曾少婷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103

8 曾桃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8

9 曾微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43

10 曾叶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28

11 曾宇威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38

12 常绍开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42

13 陈崇婉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79

14 陈红梅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40



15 陈红雨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43

16 陈康源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8

17 陈立强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9

18 陈玲云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33

19 陈柳珍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38

20 陈漫青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7

21 陈媚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22

22 陈青梅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12

23 陈琼伊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44

24 陈少萍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41

25 陈晓城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8

26 陈晓琪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43

27 陈泽华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80

28 程光祥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45

29 程照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46

30 褚绪妹 高升专 会计 2021411004043

31 戴菊君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44

32 戴蒙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49

33 单佳佳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47

34 邓晓红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1412008025

35 丁创辉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50

36 董翠丽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23

37 段文辉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51

38 范淑会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9

39 方海智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52

40 方进富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40

41 冯晓莹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45

42 高有情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46

43 高洁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41

44 高永立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50

45 高少敏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49

46 高丽霞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81

47 龚婉玲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51

48 谷智珍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3

49 郭晓娜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5

50 郭晓君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4

51 郭奕松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40

52 郭剑俊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1412008026

53 郭锐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39

54 何琰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34

55 何一媚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41

56 何世国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70

57 贺忠梅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9103



58 胡艳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7084

59 胡蓉 高升专 会计学 2021411007035

60 胡礼林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36

61 胡鹏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09102

62 胡天宇 高升专 工商管理 2021411009042

63 胡俊 专升本 行政管理 2021412009103

64 花晓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04

65 黄海明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24

66 黄丹贤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85

67 黄柏炜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53

68 黄济琼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43

69 黄杰锋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86

70 黄富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05

71 黄丽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06

72 黄荣焐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54

73 黄丽雅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47

74 黄少华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42

75 叶健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26

76 黄晟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13

77 黄燕丽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6

78 黄增发 专升本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2006049

79 黄运荣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07

80 黄苑玲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10071

81 江茵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1412008027

82 姜巧丽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53

83 金俊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1412008028

84 匡金彪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2

85 邝裕聪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25

86 赖锦鹏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23

87 赖启隆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37

88 黎木森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3

89 李丽娟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09

90 李可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87

91 李浩浩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26

92 李庚航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08

93 李富强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54

94 李鉴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4

95 李霞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89

96 李秋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88

97 李仕芳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16

98 李甜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51

99 李晓翠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52

100 李琪琪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42



101 李雪飞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28

102 李杨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56

103 李于格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57

104 练文巧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0

105 梁晓珍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14

106 廖海鹏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08

107 廖阳微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10

108 林浩杰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15

109 林桂贤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90

110 林翠婷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25

111 林佳婷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5

112 林立壮 高升专 财务管理 2021411004033

113 林少龙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16

114 林映晖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91

115 林志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11

116 刘崇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53

117 刘丹 高升专 会计 2021411004034

118 刘华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59

119 刘忍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55

120 刘伟绿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56

121 刘强强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18

122 刘淑金 高升专 会计 2021411004035

123 刘凤灵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54

124 刘尹婷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0

125 刘志辉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7

126 刘壮波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13

127 龙耿滔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29

128 卢广凤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14

129 卢培恩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57

130 卢小利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17

131 卢友诗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8

132 陆箭萍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9

133 罗亚兰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93

134 罗锦梁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59

135 罗昌梅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1

136 马泳林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16

137 马菁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0

138 马燕梅 高升专 会计 2021411004036

139 米玉琳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27

140 莫少迎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1

141 牟巧 高升专 会计 2021411004037

142 宁欣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2

143 潘于明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28



144 潘校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61

145 潘鑫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0

146 潘怡梦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29

147 潘阳金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20

148 彭嘉玉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3

149 彭定佳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30

150 彭金秋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28

151 普瑞寒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29

152 戚永麟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4

153 钱凯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21412008029

154 卿玳云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46

155 丘毅乐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62

156 邱宝贤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5

157 邱诗琳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30

158 邱小凤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63

159 邱小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64

160 全荣芬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1

161 饶惠章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28

162 阮思如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46

163 苏叶婵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6

164 苏育锋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3

165 孙兴彬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2

166 谭健梅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20

167 唐嘉雯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7

168 唐家琦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17

169 唐健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31

170 唐青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31

171 仝亚峰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32

172 涂盛燕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40

173 汪丽敏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67

174 王莎莎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20

175 王仰雁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33

176 王巧翡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48

177 王彩红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33

178 王小瑜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32

179 王群芳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18

180 魏建花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49

181 温惠莹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8

182 文静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70

183 吴姗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70

184 吴家辉 高升专 英语 2021411006135

185 吴嘉欣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69

186 吴铃铃 高升专 会计 2021411004040



187 吴雅琴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97

188 夏静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22

189 向莹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72

190 向小红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21

191 肖坤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4

192 肖玲玲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5

193 谢思妹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74

194 谢剑锋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73

195 徐艳 高升专 会计 2021411004041

196 徐鸿杰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1

197 许冬梅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4021

198 许惠媚 高升专 行政管理 2021411009036

199 许嘉亮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36

200 许路长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37

201 许文粤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098

202 闫海燕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38

203 颜晓莹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73

204 颜亚兰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29

205 杨晚莲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100

206 杨晓婷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75

207 杨雪朋 高升专 财务管理 2021411004042

208 杨依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38

209 叶丽棠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102

210 易俐利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76

211 易双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19

212 易鑫蕾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20

213 尹佳峰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52

214 尹黎俭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75

215 张碧红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53

216 张国龙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48

217 张棉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55

218 张秋阳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77

219 张荣轩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81

220 张伟燕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56

221 张娴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57

222 赵京虎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43

223 赵义平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5

224 赵哲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58

225 赵紫晨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21411006144

226 郑敏莹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33

227 郑赛娇 高升专 商务英语 2021411005021

228 郑徐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34

229 钟道森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82



230 钟萍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1003062

231 钟省富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21411008035

232 钟玉娇 高升专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21411010066

233 周丹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83

234 周江来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21411007031

235 周洁芬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35

236 周静娴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35

237 周品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36

238 周日燊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23

239 周少丽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84

240 朱次玲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105

241 朱静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137

242 朱梦华 专升本 英语 2021412012078

243 朱思雨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21412010036

244 朱小金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1412006086

245 朱云平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24

246 卓玉琴 专升本 会计学 2021412007106

247 马江伟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21412011019

248 曹加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1412009099

五、西北师范大学 36 人（咨询电话：0755-83683636）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专业 学号

1 林钰铿 专升本 法学 030410595

2 陈玉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0717583

3 冯娟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030412625

4 黄炳泽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030308611

5 刘曼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030900676

6 徐龙梅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030508720

7 李雨柔 专升本 教育学 030303173

8 梁舒怡 专升本 教育学 060506851

9 孟红霞 专升本 教育学 030513632

10 陶珊妹 专升本 教育学 030308432

11 古珊珊 专升本 教育学 030308472

12 马月明 专升本 教育学 190135118

13 全丹 专升本 教育学 030410491

14 申彬慧 专升本 教育学 030315046

15 王倩 专升本 教育学 030404884

16 吴淑玲 专升本 教育学 030410682

17 李星 专升本 历史学 030513618

18 姚诗颖 专升本 历史学 030904276

19 孔镇涛 专升本 数学与应用数学 030308458



20 肖丽丽 专升本 数学与应用数学 010508979

21 罗晓玲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608940

22 蔡茹君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511177

23 陈珍妃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310632

24 管碧玲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511149

25 赖雅婷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903893

26 李惠兰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511475

27 廖瑞玲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1004199

28 刘晶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308806

29 刘雁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511389

30 彭娅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303421

31 万会玲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416259

32 谢小慧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410487

33 陈柏燕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303547

34 胡贝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0410508

35 黄秀连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1108432

36 胥娟 专升本 学前教育 031004094

六、江西理工大学 31 人（咨询电话：0755-83695256）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专业 学号

1 罗克奋 专升本 车辆工程 030712868

2 胡武勇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12990

3 黄胜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801944

4 兰市平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801938

5 李毅章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05454

6 韦明广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801945

7 徐发辉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1003832

8 张发祥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904416

9 陈仕训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71289

10 彭镛霖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538527

11 肖湘峰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311107

12 李铁文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418577

13 胡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0413486

14 李娇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0311517

15 李展翼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1111624

16 谢凌云 专升本 工商管理 031109282

17 龙浩翔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514545

18 王景璐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713722

19 陈先金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290

20 顾景乾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713070

21 黄小波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296



22 梁洁雯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514465

23 孟硕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2997

24 王锦茹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016

25 莫家毅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01646

26 王文能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030413081

27 曾剑辉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1107606

28 邓炟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0413432

29 李翔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0713676

30 叶广鹏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30900638

31 姜姗 专升本 交通运输 03031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