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仙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中职毕业转段考试    　　
拟录取学生名单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笔试地点 总分

1901001 李帅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20 

1901002 谢寒池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53 

1901003 王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55 

1901004 匡宇星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34 

1901005 赵亢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46 

1901006 昌钺先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48 

1901007 杨运涛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16 

1901008 韦喆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402 

1901009 王度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55 

1901010 余千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77 

1901011 邓子游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14 

1901012 杨剑锋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59 

1901013 彭攀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22 

1901014 张旭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432 

1901015 魏来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77 

1901016 金新圆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80 

1901017 熊章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86 

1901018 郑进尧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60 

1901019 金旺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63 

1901020 杜江渝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44 

1901021 张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77 

1901022 张永康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27 

1901023 杨壮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78 

1901024 田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55 

1901025 赵亚威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48 

1901026 刘源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04 

1901027 徐旭东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20 

1901028 陈乐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57 

1901029 陈康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98 

1901030 肖一诺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4 334 

1901031 马永康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00 

1901032 李泽昊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06 

1901033 周灿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00 

1901034 刘立柱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52 

1901035 徐尚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77 

1901036 李昊寒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02 

1901037 熊鑫旺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50 

1901038 杨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01 

1901039 崔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11 

1901040 李硕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12 

1901041 罗迅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31 

1901042 代凌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88 

1901043 汪旭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41 

1901044 闵朝辉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45 

1901045 董永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07 

1901046 杨铭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44 

1901047 杨莎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60 

1901048 杨铠蔚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24 

1901049 彭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12 

1901050 王欧阳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71 

1901051 朱文武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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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052 聂阳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42 

1901053 孙家康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408 

1901054 朱颖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71 

1901055 汪亮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29 

1901056 艾天辉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25 

1901057 印家洛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51 

1901058 张忠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24 

1901059 刘邦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28 

1901060 费爽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405 334 

1901062 王子然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54 

1901063 肖洪泽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73 

1901064 谭梓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95 

1901065 丁俊潞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435 

1901066 王守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402 

1901067 刘宇承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33 

1901068 刘行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49 

1901069 刘辛酉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47 

1901070 刘雨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69 

1901071 张子龙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06 

1901072 昌子良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54 

1901073 刘浩然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36 

1901074 王一天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37 

1901075 刘仁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38 

1901076 高权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94 

1901077 吴傲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73 

1901078 张爽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64 

1901079 王梓然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27 

1901080 刘晨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34 

1901081 雷雄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43 

1901082 宋子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29 

1901083 焦子芸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89 

1901084 程智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40 

1901085 郑文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04 

1901086 夏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50 

1901087 罗文波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64 

1901088 肖逊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74 

1901089 金硕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02 

1901090 熊澳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1 331 

1901091 朱枭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77 

1901092 许文康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26 

1901093 郭奥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59 

1901094 江添羽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03 

1901095 曾瑞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03 

1901096 黄河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33 

1901097 张文远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03 

1901098 许欢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00 

1901099 何伟军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19 

1901100 刘钱发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52 

1901101 许志恒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16 

1901102 秦舜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48 

1901103 敖胜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75 

1901104 马晗飞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38 

1901105 程川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78 

1901106 汪权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70 

1901107 郑毅凯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22 

1901108 郑明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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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09 田俊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27 

1901110 饶志鹏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47 

1901111 李明哲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08 

1901112 李颜哲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33 

1901113 朱雲龙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45 

1901114 彭文仲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34 

1901115 王俊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06 

1901116 鲜宇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01 

1901117 丁涵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19 

1901118 李烨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35 

1901119 石卓君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23 

1901120 谢华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2 323 

1901121 程圣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50 

1901122 谢世为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6 

1901123 许文杰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63 

1901124 肖宇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32 

1901125 朱胜久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29 

1901126 杨洋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20 

1901127 何承佳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14 

1901128 田康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9 

1901129 张顶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19 

1901130 孙奥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44 

1901131 李书铭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41 

1901132 郑生源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18 

1901133 曾剑豪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36 

1901134 郑进帮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35 

1901135 张备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12 

1901136 张浩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6 

1901137 梁涛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13 

1901138 张羽飞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1 

1901139 曾松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97 

1901140 王子明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5 

1901141 夏雨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8 

1901142 叶涵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7 

1901143 杜双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2 

1901144 唐雄伟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17 

1901145 杨辉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21 

1901146 别健铭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1 

1901147 林家辉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44 

1901148 曾爽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03 

1901149 雷亮 男 汽车运用与维修 理工中专大楼503 311 

1901150 周珍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479 

1901151 刘欣雨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543 

1901152 赵维敏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557 

1901153 聂冉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528 

1901154 高吕棋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475 

1901155 韦梦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485 

1901156 陈宇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479 

1901157 赵紫嫣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3 465 

1901158 周萧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58 

1901159 徐晓雨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41 

1901160 邵丽丝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97 

1901161 郭小小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64 

1901162 杨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61 

1901163 荣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43 

1901164 吴霞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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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65 程晨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03 

1901166 王洁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43 

1901167 夏玉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05 

1901168 张丽君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60 

1901169 李正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88 

1901170 李思雨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62 

1901171 谭宝珠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86 

1901172 艾惜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68 

1901173 于诗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03 

1901174 彭嘉敏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28 

1901175 何子慧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91 

1901176 许文萱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90 

1901177 陈慧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372 

1901178 杨柳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388 

1901179 周若仙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377 

1901180 刘紫雅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90 

1901181 李紫微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77 

1901182 胡婉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613 

1901183 张雯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00 

1901184 李诺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77 

1901185 姚依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591 

1901186 刘紫云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2 480 

1901188 马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70 

1901189 丁紫芸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21 

1901190 丁思宇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56 

1901191 杨紫君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98 

1901192 周文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95 

1901193 董紫涵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608 

1901194 伍佳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610 

1901195 陈可佳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13 

1901196 王紫怡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07 

1901197 刘诗雅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68 

1901198 陈羽羽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36 

1901199 王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76 

1901200 杨凤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67 

1901201 王丹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24 

1901202 王月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89 

1901203 罗诗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10 

1901204 杨佳涵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393 

1901205 李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91 

1901206 邓淑佩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80 

1901207 付青竹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27 

1901208 喻堞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01 

1901209 徐亚涵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69 

1901210 王莎莎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26 

1901211 别楹莹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608 

1901212 李悦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58 

1901213 胡倩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676 

1901214 彭胜兰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668 

1901215 陈萌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512 

1901216 童紫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619 

1901217 邓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401 400 

1901218 陈智慧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09 

1901219 张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75 

1901220 刘雨盈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369 

1901221 尹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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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222 张子青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00 

1901223 陈雨萱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06 

1901224 赵雕 男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75 

1901225 危碟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70 

1901226 何芷萱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86 

1901227 刘均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34 

1901228 付玉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97 

1901229 陈嫚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92 

1901230 邱嘉雯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13 

1901231 赵依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16 

1901232 熊佳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32 

1901233 李丽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02 

1901234 邓婉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23 

1901235 付雅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42 

1901236 郭锦文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674 

1901237 刘畅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08 

1901238 杨雅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374 

1901239 吴文丽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75 

1901240 武略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474 

1901241 许梦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350 

1901242 盛嘉敏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468 

1901243 吴桐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422 

1901244 闵庆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434 

1901245 向傲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85 

1901246 张子怡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456 

1901247 张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3 522 

1901248 马凤霞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66 

1901249 游梓璇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50 

1901250 丁诗雨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41 

1901251 丁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30 

1901252 黄雨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31 

1901253 刘嫚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58 

1901254 陈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00 

1901255 叶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34 

1901256 姚书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48 

1901257 郭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06 

1901258 郭佳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59 

1901259 王畑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352 

1901260 杨洁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27 

1901261 胡瑜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20 

1901262 许心宇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98 

1901263 刘诗宇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43 

1901264 熊雅平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34 

1901265 舒江红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48 

1901266 雷李花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30 

1901267 黄澜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17 

1901268 杜泽雯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62 

1901269 刘佳庆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13 

1901270 余小梦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381 

1901271 胡良红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416 

1901272 刘晗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332 

1901273 邓思悦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88 

1901274 胡叶子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606 

1901275 路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77 

1901276 李雪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534 

1901277 熊冰清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2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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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278 唐千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491 

1901279 王周芬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74 

1901280 徐慧文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490 

1901281 段梦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41 

1901282 曾丁笑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55 

1901283 童雪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633 

1901284 董瑶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640 

1901285 姜岚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29 

1901286 汪紫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12 

1901287 陈淑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14 

1901288 黄永馨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20 

1901289 胡梦琴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05 

1901290 熊依玲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65 

1901291 张微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465 

1901292 熊雨晨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88 

1901293 武永恒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37 

1901294 张倩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52 

1901295 许朝云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450 

1901296 梁婷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41 

1901297 谢瑭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26 

1901298 鲜梦云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88 

1901299 朱格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72 

1901300 李珂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33 

1901301 刘倩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28 

1901302 胡佳欣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22 

1901303 许艳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392 

1901305 梁玉琪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501 

1901306 张康妮 女 学前教育 理工中专大楼101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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