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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10013 黄朝杰 男 21420201870253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14 吴子豪 男 21420201870273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16 盛根华 男 21420201870346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20 程用杰 男 2142022282014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25 王俊文 男 2142060111096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29 刘壮壮 男 214206018202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31 尹平阳 女 21420601820204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33 李玉婷 女 21420601820212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67 黄韶霞 女 21420607700022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74 常天佑 男 21420821700015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80 陈姿彤 女 21421002700004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81 何知书 女 21421002700005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83 戴邦丞 男 2142100270000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098 张翔雨 男 21421002830306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03 徐延钦 男 21421002870133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08 李雨乐 男 21421002870166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47 胡胜民 男 21421002890114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52 涂成 男 2142100289013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56 平川 男 21421002890146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58 周东宇 男 21421002890150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78 鄢惠 女 2142108170002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80 付杨 男 21421087820100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84 程雄 男 21421125700032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96 李权 男 21421126820056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98 胡煜翔 男 21421126820101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202 余鑫 男 21421126870213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206 李冰 女 2142118182004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219 黄昌 男 21422801700007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226 付家豪 男 21420607870005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K20210109 胡佳伟 男 21421002870179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19 李海洋 男 21421002870325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42 代宏宇 男 2142100289010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43 杨发翔 男 21421002890103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44 付子康 男 2142100289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45 范斌宇 男 21421002890109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46 张宇杰 男 21421002890110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48 伍远望 男 2142100289012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50 杨子龙 男 2142100289012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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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10151 曾凯 男 2142100289012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53 杨子康 男 2142100289013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54 樊子健 男 2142100289013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57 雷颖金 男 2142100289014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59 刘洋 男 2142100289015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60 肖占高 男 2142100289016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61 欧阳晗磊 男 21421002890169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62 杨俊杰 男 21421002890170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63 彭斐祥 男 2142100289017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67 徐辉煌 男 21421002890199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68 姚廷锋 男 214210028902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70 杨欢 男 2142100289020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71 曹昕龙 男 2142100289021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74 伍裴池 男 2142102270001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192 胡超 男 21421126700027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233 徐申 男 21421381870195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246 王哲 男 2142100287015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254 殷雄睿 男 2142138187015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K20210017 游理源 男 21420201870362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18 黄开锦 男 21420201870366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22 马家玉 男 214203018900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23 颜萧 男 21420324700007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38 李昊宇 男 21420601870041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40 李克迪 男 214206018703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41 杭颂杰 男 21420601870309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42 崔华伟 男 21420601870944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48 袁观亮 男 21420601870991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49 刘天天 男 214206018800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63 张文豪 男 2142060189028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69 揭俊丰 男 2142070111171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72 潘俊风 男 2142082170001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84 田知鑫 男 21421002700035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04 张瑾 女 21421002870142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05 王格格 女 21421002870150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07 许承杰 男 21421002870164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11 赖亭有 女 2142100287019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13 唐志 男 214210028702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14 唐毕顺 男 2142100287022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21 薛实炜 男 21421002870352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22 王琪 男 21421002870383 计算机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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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10125 孔维希 女 21421002870436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26 陆安顺 男 21421002870437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75 彭玉豪 男 2142102270001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76 覃过 男 2142102270001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79 邵一 男 21421083700030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83 程昊 男 2142112470000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85 王鑫 男 21421125870126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86 周靖 男 214211267000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88 胡金宝 男 214211267000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89 王康 男 214211267000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91 胡芫 男 21421126700026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94 汪健 男 21421126700029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95 徐鉴 男 2142112670003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197 胡敬清 男 21421126820079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00 田肖琴 女 2142112687018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08 黄玉棋 男 21421202700094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09 胡佳宇 男 21421222110502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10 张迈 男 21421223870220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12 杨攀 男 21421381111154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13 何彬彬 男 21421381111175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15 何如满 男 21421381151407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16 刘力睿 男 214213817000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20 冉斌 男 214228268701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40 聂博宇 男 214213818900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42 杨鑫 男 21421381890036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45 肖瑶 男 21421002870143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48 李兰茜 女 2142100287017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50 吴神帆 男 21421002870191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51 王颖 女 21421002870194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52 王奥林 男 21421002870399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56 蔡雨阳 男 2142082187004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57 聂晨辉 男 21420821870078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59 吴胜朋 男 21421126820104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260 周学鑫 男 214211268201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K20210026 关家俊 男 21420601700045 旅游管理

K20210030 肖丹丹 女 21420601820203 旅游管理

K20210032 周馨怡 女 21420601820208 旅游管理

K20210043 沈启囡 女 21420601870985 旅游管理

K20210044 赵龙威 男 21420601870986 旅游管理

K20210045 赵振兴 男 21420601870988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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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10046 龚兴龙 男 21420601870989 旅游管理

K20210047 申袁毅 男 21420601870990 旅游管理

K20210097 叶海慧 男 21421002800517 旅游管理

K20210099 韩嘉意 女 21421002860123 旅游管理

K20210101 余保雄 男 21421002860126 旅游管理

K20210102 占学友 男 21421002860128 旅游管理

K20210127 徐俊锋 男 21421002870536 旅游管理

K20210132 郑居雷 男 21421002870580 旅游管理

K20210135 曾杨 男 21421002870610 旅游管理

K20210136 何彬彬 男 21421002870661 旅游管理

K20210137 彭辉 男 21421002870674 旅游管理

K20210141 周代豪 男 21421002870807 旅游管理

K20210217 朱赞文 男 21421381860001 旅游管理

K20210267 汪惊云 男 21420601820036 旅游管理

K20210015 陈奕君 女 21420201870279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19 刘合发 男 21420222700058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24 刘依灵 女 2142050187020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34 王捷博 男 2142060182021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66 朱正阳 男 2142060770000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68 王奕璇 女 21420684700010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71 董毅轩 男 2142082170001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73 张广豪 男 21420821700014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082 倪雅昕 女 214210027000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15 刘奥 男 21421002870249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16 黄士强 男 2142100287026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17 刘露 女 2142100287026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18 刘陈钰 女 2142100287028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20 雷宇朋 男 21421002870337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55 桂紫阳 男 21421002890139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64 李好 男 2142100289017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72 谢子辉 男 21421003700027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199 曹康康 男 2142112687008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04 陈坤 男 2142112689022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24 鲁文豪 男 2142960170000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25 夏文静 女 21421182820209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27 汪萍 女 2142112687008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28 刘夏锶 女 2142122387019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43 刘建 男 2142138189005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63 枚月斌 男 2142052899014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K20210266 邹兴杰 男 2142052899012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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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10050 孟奥杰 男 21420601880135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1 张裕坤 男 21420601880136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2 唐俭逊 男 21420601880142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3 龚世洋 男 21420601880144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4 蒋高亮 男 21420601880148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5 舒梦豪 男 21420601880150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6 宋翱翔 男 21420601880151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7 单天赐 男 21420601880152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8 张昊喆 男 21420601880161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59 朱太虎 男 21420601880166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60 陈志君 男 21420601880169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61 高文斌 男 21420601880174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140 徐文杰 男 21421002870785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221 刘佳乐 男 21429501700003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223 李明轶 男 21429501870141 无人机应用技术

K20210027 张轶晗 男 21420601700052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35 朱鹏鹏 男 21420601820224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36 张艺珣 女 2142060182022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37 申奥 男 21420601820522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39 贺思昊 男 21420601870300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62 周佳豪 男 21420601890118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64 段万龙 男 21420601890308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65 罗骏杰 男 2142060189031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70 高战 男 21420701111756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76 郑皓冰 男 21420881700030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87 王泽师 男 21421002800103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88 张硕 男 2142100280010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89 张子俊 男 21421002800107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90 钟炎成 男 21421002800108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93 周伟豪 男 21421002800138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94 李鑫 男 21421002800162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095 田锦杨 男 21421002800232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110 陈永东子 男 21421002870184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112 张钰 男 21421002870199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181 黄鹏 男 21421102130247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193 朱安麒 男 21421126700028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01 田震 男 21421126870199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03 汤文政 男 21421126870303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05 何诗源 男 21421181112034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14 刘玮鑫 男 21421381111540 新能源汽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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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210218 陈锐 男 2142138188000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22 吕何骏 男 21429501700018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29 陈希文 男 21421381820139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0 邓耀华 男 21421381870152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1 刘顺发 男 21421381870153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2 邱先霁 男 21421381870157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4 尹张恒 男 21421381870201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5 李家兴 男 21421381870203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6 左建鑫 男 21421381880072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7 刘健坤 男 21421381880073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8 邢京东 男 21421381880074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39 杜师成 男 21421381890006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41 唐佳明 男 2142138189002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44 雷思源 男 2142138189005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47 郑洋 男 21421002870176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53 张键 男 21421381850132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55 余承智 男 2142112687029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58 罗超 男 21420821870029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61 刘帅 男 21421126870197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62 周天奎 男 21420501990045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64 伊利 男 21421126870286 新能源汽车技术

K20210265 顾润辉 男 21421126870323 新能源汽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