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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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人（咨询电话：83698256）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杨琦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01

2 陈萍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02

3 陈文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03

4 何锦欣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06

5 黄晓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08

6 李思卫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10

7 李颖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11

8 廖海燕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12

9 林乙闻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14

10 谢生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15

11 周倩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18

12 陈思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19

13 李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21

14 黄志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32

15 刘静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35

16 严鸿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115190046

17 洪纯 专升本 会计学 212215190001

18 罗锦文 专升本 会计学 212215190003

19 王晓薇 专升本 会计学 212215190005

20 徐瑜莲 专升本 会计学 212215190007

21 庞馨月 专升本 会计学 212215190010

22 周小亮 专升本 会计学 212215190011

23 苏碧娟 专升本 会计学 212215190019

24 程薇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01

25 廖欢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03

26 曾兰芝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04

27 钟尚君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05

28 邹子君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06

29 徐雯琦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10

30 余贝欣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11

31 杜芳菲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212315190013

32 邓何静 专升本 金融学 212415190001

33 林燕 专升本 金融学 212415190003

34 刘圣 专升本 金融学 212415190004



35 唐珊珊 专升本 金融学 212415190005

36 张大伟 专升本 金融学 212415190008

37 郭俊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2515190001

38 华甜甜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2515190003

39 陈柳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2515190005

40 韦春燕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2515190006

41 康向阳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12515190012

42 秦占彬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715190002

43 邓成烨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715190003

44 徐锡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715190004

45 宁志霆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715190008

46 梁雅文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2815190001

47 张传明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2815190002

48 张月群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2815190003

49 李文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12815190004

二、西安交通大学 114 人（咨询电话：82330310）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陈文巧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207

2 黄佳琪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039

3 肖珍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81

4 李新卓 专升本 金融学 121093853030017

5 林伟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040

6 樊娜娜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1093853410051

7 徐慧充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1093853610074

8 陈劲 专升本 机械工程 121093853150075

9 王级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1093853740076

10 卢思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85

11 江满燕 专升本 经济学（财政金融方向） 121093853080091

12 刘景伟 专升本 机械工程 121093853150105

13 范红枚 专升本 会计学 121093853020106

14 萧晓纯 专升本 会计学 121093853020107

15 罗平 专升本 会计学 121093853020094

16 黄扬坡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1093853410096

17 李嘉辉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100

18 由田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58

19 张华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097

20 张海帆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04

21 张少治 专升本 经济学（财政金融方向） 121093853080057

22 王博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019

23 蔡艳姣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1093853740092

24 陈施妙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1093853740093



25 张柳清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01

26 黄国平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102

27 邵渲茹 专升本 金融学 121093853030043

28 张清愉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048

29 江小妹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021

30 徐晓聪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022

31 谌冰华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050

32 孔凡成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24

33 文意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1093853740041

34 吴佳楠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42

35 林柯帆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59

36 罗巧容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060

37 田艺鹏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016

38 李文泽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25

39 易秋凤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034

40 罗永超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037

41 刘艳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045

42 彭玉婷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063

43 王吉伟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65

44 张乔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30

45 张师墁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049

46 王桂城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087

47 张秋霞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103

48 韦志炯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09

49 唐家林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055

50 刘佳欣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62

51 陶智情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064

52 陈俊芳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068

53 黄幸波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69

54 江静 专升本 会计学 121093853020020

55 余家兴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36

56 李飞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056

57 张晓东 专升本 能源与动力工程 121093853160066

58 黄巧铃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067

59 周娜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070

60 贺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079

61 张庆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346

62 李丹丹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1093853740317

63 谢焕仪 专升本 会计学 121093853020385

64 吴广远 专升本 经济学（财政金融方向） 121093853080072

65 庞磊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219

66 吴丽欢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41

67 张馥苗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311



68 董祖明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13

69 刘芳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14

70 刘嘉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1093853740123

71 秦子晟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70

72 李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31

73 杨金湘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173

74 刘峰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81

75 刘欣妮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43

76 何添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171

77 蓝茗献 专升本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方向) 121093853740178

78 毛巧灵 专升本 会计学 121093853020120

79 黄小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44

80 王子琳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64

81 汪芳君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117

82 吴益业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1093853410118

83 刘巍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135

84 曾东华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26

85 吴国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124

86 何汉鑫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1093853410242

87 李冉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137

88 伍文洋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222

89 王瑜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65

90 陈仕苗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61

91 陈宇朋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86

92 余纯胜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67

93 范昔燃 专升本 金融学 121093853030176

94 冯兴贤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205

95 甘伟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72

96 谢彩如 专升本 药学 121093853810202

97 曾澎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16

98 曾丽君 专升本 法学 121093853050121

99 常大宇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134

100 曹明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85

101 王英杰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182

102 马东梅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21093853410211

103 刘坤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208

104 邱龙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322

105 林晓耿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166

106 赵云霞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21093853540180

107 李美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206

108 梁小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204

109 李广钦 专升本 机械工程 121093853150213

110 刘学勤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214



111 徐强飞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217

112 孙卓 专升本 金融学 121093853030225

113 赵冰倩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21093853060321

114 张琦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21093853010314

三、西南财经大学 96 人（咨询电话：82095219）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鲜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8982

2 崔梅蓉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41

3 李海凤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019

4 邓绢华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103

5 吕士杰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000

6 郑帅元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43

7 张玉慧 专升本 金融学 7210909005

8 瞿诗新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36

9 曾玉凤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76

10 刘春玲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11

11 许爱娜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64

12 朱艺欣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67

13 彭芳芳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45

14 杜水群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88

15 蔡腊梅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031

16 肖沐幸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051

17 贺秋香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8998

18 周芳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15

19 田玲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25

20 黄嘉丽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068

21 高秀磊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021

22 胡薇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016

23 李小倩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001

24 陈美娟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006

25 周秋梅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101

26 区帼英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23

27 孙婷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39

28 范柯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037

29 胡春兰 专升本 保险学 7210909046

30 刘月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09

31 郭娜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8098

32 彭煜权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03

33 陈兰萍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100

34 文辉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062

35 陈燕纯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8978



36 杨智蕴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8975

37 林卓丰 专升本 金融学 7210909056

38 徐玉文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17

39 高美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8983

40 张秋瑶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8977

41 车新月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24

42 彭国库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20

43 黄智聪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63

44 林利专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26

45 金殿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65

46 荆思楠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81

47 刘建中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87

48 章娟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7768

49 黄森坡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84

50 杨美君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02

51 李一帆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8995

52 廖中敏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34

53 陈琼珍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08

54 徐诗韵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94

55 林美凤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048

56 李路富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8989

57 陈玉花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40

58 陈言言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8992

59 罗义芳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055

60 吴鹏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836

61 王泽辉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12

62 林滨洪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057

63 曾来招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053

64 唐龙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441

65 路社锋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058

66 林凯璇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060

67 郑丹虹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102

68 李玉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47

69 刘振宇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8986

70 叶妙如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8990

71 全荣芳 专升本 金融学 7210908985

72 周宏鹏 专升本 金融学 7210909050

73 陈媛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04

74 熊源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96

75 许燕玲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812

76 郑志伟 专升本 金融学 7210909448

77 赖黄莉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8991

78 林锡湖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66



79 朱金涛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13

80 唐舒琴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54

81 游升虹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007

82 陈依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8997

83 林昭凤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028

84 洪硕儒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38

85 荣巧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049

86 姜超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027

87 李运霞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811

88 张冬冰 专升本 金融学 7210909061

89 邓川江 专升本 市场营销 7210909010

90 汤玲玲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8980

91 娄鑫 专升本 财务管理 7210909099

92 李剑滨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7210909222

93 邱宝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266

94 李丽斌 专升本 工商管理 7210909224

95 利翠婷 专升本 行政管理 7210909764

96 黄学礼 专升本 会计学 7210909170

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15 人（咨询电话：33380516）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郑雨晴 专升本 英语 221131

2 李燕君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21125

3 何爽 专升本 会计学 221129

4 刘家辰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21134

5 李慧圆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21126

6 闫境轩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21138

7 龚志鹏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21135

8 黄伟超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21130

9 郭铭斯 专升本 英语 221136

10 彭云程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21132

11 郑嘉维 专升本 英语 221128

12 周学清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21139

13 廖雨明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21137

14 黄岸珊 专升本 英语 221127

15 曾龙锋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21141

五、武汉理工大学 29 人（查询电话：83255288）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王威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2379812300002

2 朱倩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2372412300001



3 彭志敏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2372412300002

4 肖昕彦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2372412300014

5 侯德斌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2372412300004

6 丁俊杰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2372412300010

7 乐宏广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2372412300012

8 谢杨贵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18

9 刘君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05

10 牛林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06

11 赖理根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02

12 陈圣前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16

13 曾爱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12

14 刘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03

15 王亚芸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22

16 任胜珠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20

17 陈洁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15

18 陈文豪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13

19 林卓锐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17

20 廖朋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2375012300008

21 张秀 专升本 会计学 212375212300003

22 黄贤慧 专升本 会计学 212375212300001

23 陈莉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373412300018

24 朱诗奎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373412300016

25 冯帅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373412300019

26 丘谢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373412300003

27 吴晨政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373412300005

28 彭宗琪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2373412300004

29 杨晨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12371212300005

六、四川大学 52 人（咨询电话：2222555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周楠春 本科 土木工程 DI4212U5016

2 和云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7

3 叶思伊 本科 会计学 DC2212U5007

4 陈新秀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12U5001

5 吴创忠 本科 土木工程 DI4212U5004

6 杜莉萍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02

7 黄琦 本科 会计学 DC2212U5001

8 林强 本科 法学 DB1212U5001

9 李翠花 本科 汉语言文学 DN1212U5003

10 陈国皇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1

11 姚佑灿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12U5009

12 宋波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11



13 段海霞 本科 汉语言文学 DN1212U5001

14 姚远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05

15 姚思杏 本科 汉语言文学 DN1212U5009

16 汪珊珊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20

17 李晓芸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07

18 陈萍柔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04

19 周静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3

20 叶翠钰 本科 法学 DB1212U5007

21 郭佳灵 本科 法学 DB1212U5002

22 赵培举 本科 土木工程 DI4212U5017

23 万能飞 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DD1212U5004

24 钟向东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12U5003

25 徐明芬 本科 行政管理 DJ1212U5013

26 董晓明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16

27 刘芸言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14

28 王红艳 本科 金融学 DG2212U5001

29 王赫 本科 汉语言文学 DN1212U5012

30 周小敏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2

31 陈霞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17

32 杨晶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4

33 李金玲 本科 会计学 DC2212U5018

34 黄丽莹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29

35 邹俐 本科 会计学 DC2212U5014

36 苏学翔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5

37 林珊 本科 会计学 DC2212U5012

38 莫婷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8

39 柯伟芳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28

40 陈绮华 本科 汉语言文学 DN1212U5020

41 李芳芳 本科 会计学 DC2212U5015

42 杨森淮 本科 行政管理 DJ1212U5014

43 高翔 本科 土木工程 DI4212U5020

44 吴佳佳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12U5005

45 杨金叶 本科 会计学 DC2212U5016

46 王加琳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27

47 杨涛 本科 市场营销 DC4212U5012

48 谢颖聪 本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DH1212U5008

49 李文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19

50 周志军 本科 工商管理 DC1212U5025

51 郑巧明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30

52 唐海红 本科 人力资源管理 DC3212U5028



七、西南科技大学 82 人（查询电话：82330310）

序号 姓名 层次 专业 学号

1 陈芷君 高起专 法律事务 218089950004

2 詹剑峰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8089950005

3 方佳琬 高起专 法律事务 218089950006

4 吴俊乐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8

5 周敏琪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6

6 范翠娜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04

7 何秀丽 高起专 法律事务 218029950017

8 朱月红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05

9 丁秀林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06

10 周佳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07

11 陈群钊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08

12 黄秋燕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0

13 罗慧彬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1

14 肖淑芳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2

15 刘莉萍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3

16 彭鲜梅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4

17 洪静芸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 218029950015

18 肖灏锋 高起专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8169950004

19 梅术全 高起专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8169950005

20 朱超凡 高起专 法律事务 218149950001

21 吴锐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8119950001

22 陈仁香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8119950003

23 但锐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8119950004

24 谭程艺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8119950006

25 黄琦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39950001

26 肖琴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8769950001

27 刘思飞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8769950002

28 刘辉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8769950004

29 谢丽婷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8769950005

30 郑银鹏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8769950006

31 卢焕城 专升本 工程管理 218769950007

32 向子龙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19

33 李林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20

34 贾朝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03

35 秦文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04

36 王志伟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21

37 刘慧慧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05

38 蔡淑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06

39 程旭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07

40 匡敏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08



41 陈林娜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09

42 郭丹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13

43 邓燕容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16

44 罗龙辉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19950017

45 黄圆圆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18839950006

46 邓美林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18839950002

47 李榕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18839950003

48 肖涵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18839950004

49 吕思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839950005

50 蒋丽娟 专升本 会计学 218709950009

51 张湘海 专升本 会计学 218709950002

52 沈梅绿 专升本 会计学 218709950003

53 黄晓绵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09950004

54 周洁曦 专升本 会计学 218709950006

55 郭坤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18869950001

56 纪汉辉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8779950008

57 徐超新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8779950009

58 黄金中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8779950002

59 覃椿然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8779950001

60 田浩锋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8779950004

61 邢悦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79950005

62 范俊涛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79950006

63 廖一璇 专升本 交通工程 218959950001

64 陈星 专升本 交通工程 218959950002

65 钟卫东 专升本 交通工程 218959950004

66 谭紫云 专升本 经济学 218729950002

67 湛嘉富 专升本 经济学 218729950003

68 林鹏 专升本 经济学 218729950004

69 任静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18759950002

70 赖鹏鹏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18759950003

71 陶志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18759950004

72 陈海峰 专升本 工业工程 218759950008

73 张万里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18759950006

74 谭达彪 专升本 法学 218759950007

75 陈桂敏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02

76 苏恒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03

77 李欢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04

78 吕世明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10

79 苏奕贤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05

80 蒋书情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06

81 林敏茹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08

82 林敏燕 专升本 英语 218829950009



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8 人（咨询电话：82095484）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寇清山 专升本 网络工程 701106211042002

2 谭志强 专升本 网络工程 701106211092006

3 张和平 专升本 网络工程 701106211042001

4 陈政 专升本 网络工程 701106211042003

5 朱啸颖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701106211342001

6 张浩峤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1106211092005

7 黄柯 专升本 软件工程 701106211072001

8 谢谭超 专升本 软件工程 701106211072003

9 袁伟 专升本 软件工程 701106211072004

10 王佳明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701106211122002

11 马溶梓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701106211342005

12 莫杰锋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701106211342002

13 曾俊威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1106211092008

14 任玉琪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1106211092007

15 叶锋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701106211122001

16 杨成龙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701106211342004

17 李盟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701106211342003

18 陈潮盛 专升本 软件工程 70110621107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