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322110507 和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010350931 熊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012610092 李秋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293250889 施春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010211734 管尤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010211983 朱云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010253809 杨海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0211688 段司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50150447 李宝灿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92250145 许应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1210395 刘丹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93050543 杨晓礼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0212806 罗佳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1250190 桂子凡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52210709 江水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52810095 李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22510890 曾媛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90110401 杨舒琦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30153500 许万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22611261 董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1250250 周和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1250235 张馨月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0211676 许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30153487 普奕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2550248 詹云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212510485 袁方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110014 冯玮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293210036 洪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510013 周勇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250250860 周庭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233150286 山永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310266 马向欣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0211680 蔡晓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1110117 杨雅涵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1250288 帅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320210119 和福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310262 张丁元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410350 杨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1151445 杨曾庆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110133 谢紫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1210299 赵熠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1210007 胡宝欣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150124 张睿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262610363 罗全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290150553 苏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292210007 陈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262650166 侬友花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012110035 姚芊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011210489 赵玉婵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010211618 李琴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010310466 张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011150017 余恒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262850346 卢宏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320210109 杨浩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250110801 张永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012110119 赵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233110267 普银武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010211913 石权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012210468 马梓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290110307 张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011250140 陆熙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010211001 和晓涓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252250857 李瀚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250110425 汪金雪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322150333 杨庆琼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110130 魏廷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2251050 刘文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42650303 赵俊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0250344 普希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1210480 马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351113 张楷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02410559 岳雪灵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22651706 张宏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0110442 张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0250352 郭亚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1111222 吉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30151229 杨勋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0253889 刘仲涵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610109 张益健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450171 朱德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1110693 王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1250440 罗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1210246 何佳麒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010310199 蒋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302410221 杜辨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262850898 许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2110031 马艳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22310354 彭明亮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2150100 王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1250356 廖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0350650 张宏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2450182 陈信潭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42650475 周玉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92550328 鲁浩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90150538 董童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0252257 杨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1110032 张媛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0253808 顾锦冬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010310235 彭江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92750740 皮玉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82310494 秦达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012350083 王正雄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52251658 林应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302510165 杨映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1210503 冉浩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0252251 杨浩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1250433 杨灿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2150003 冉梦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2110025 肖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2350188 杨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1210477 张哲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1152241 胡凌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50150949 高飞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62210722 李玉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33150420 洪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33150416 李思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20210336 和圆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1250227 郭保弘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20210243 童俊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22750085 孟江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2951159 文艳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1210009 王国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2450188 方俊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011110671 赵云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012450246 王俊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292750615 方炫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010212002 杨师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010253742 李恒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信技术
230152130 戴骏鹂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信技术
012450347 朱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信技术
290152329 代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信技术
242510468 赵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233150423 王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012350422 赵涌志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011110686 昂思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233110255 王文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252350116 陶晋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012550615 龙志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011250431 肖支奥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011250457 杨心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012450340 张浩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010350944 代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0150799 王建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332550396 杨麒元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010252246 王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33150431 卓建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93150393 李世雄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50150724 杨浩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50151132 李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62110550 郑黛怡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32610474 李沐臻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2550601 卢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2850360 李艳葵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302410485 李秋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2610454 朱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62250217 梁正开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52411299 范椿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50110440 张鹂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322210275 严小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1152198 贾舒元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2350424 徐东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322210292 毛永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2650339 戴奇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32610482 邱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22510900 李清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72510220 罗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1250701 毕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011110933 何俊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011210117 洪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012410007 段得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250151116 马浩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242650485 李玉媚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262250593 沈连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011250381 范怀瑾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242550251 段皓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262250580 代佳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012450282 李振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010253778 李星月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322250371 严金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010350658 曾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011152216 肖云龙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012550614 宋思月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242610074 张艳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322450980 卢秀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011210303 张思炀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010211726 鲁艳花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252251504 杨新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010310272 窦海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250210080 陈开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233150470 曹雁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010211526 陈睿芸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011210147 栗舒昀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011250389 左金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262811119 黎国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011250208 贾杨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352151450 陈祖庆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262610456 王沛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272650037 金鱼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010252321 罗晓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011210287 邓蓓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010350785 汪云许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012350171 罗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252550626 何小亮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0152253 杨竣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2450334 杨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82111295 沈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1250430 冉进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2550960 杨诗诗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012110778 黎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42510257 杨碧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62350301 陈兴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52610021 普春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012710157 杜俊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012110002 鲁自怡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012450433 周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62152091 张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012450266 代雨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90111607 余佳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业管理
011210304 罗金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012110012 杨明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010211641 姜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012610140 毕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010252299 王光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292310314 侯良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222810705 牛启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292410037 刘晓柔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50110503 崔惠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50150557 楚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33110604 杨红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011250185 余文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012350399 邱福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42850086 陈卓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50150180 杨李晓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011250128 高瑞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011210152 张天诚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010310457 高芫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33151079 李福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32810135 余云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42810328 杨纳琬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52510486 陈伊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012951135 王明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50250366 李灵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300112836 杨瑞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010212650 李良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012250353 李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293210122 刘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012410027 李淑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010212632 陆金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242610075 普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290110848 李晓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352151240 王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302450266 林宇权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011250126 叶皓楠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320210272 和霄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293210249 陈丽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90152172 董熙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42510477 普诗宸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011250176 张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011250180 杨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011110378 李思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012110013 李子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012110393 余佳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92610355 穆云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22810910 潘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52550525 杨磊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90110936 熊雅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1111218 吴雨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52210592 张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22455752 柴大寨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30151074 谢雯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0211492 盘进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62610312 肖桓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90152265 李珺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72510669 肖霖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2610267 毕海芬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32810236 李秋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1152311 钱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90152001 黄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22510870 尹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52751386 田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0253827 吴沁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52411339 李倩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010211613 蔡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011110007 罗孟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320210144 和云松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250110501 沈媛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011151960 李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011110023 杨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011210012 田经纬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010252370 傅峙涵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012350164 冯骁原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012110007 何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010310224 陈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322210237 罗新月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233110039 李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302210599 杨金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010350934 王梓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012310167 尹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011110679 刘素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011110677 李蓉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252550649 莫丽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010211654 王玉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011211062 胡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233110025 黄玉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302311630 王正鹏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012350426 刘珏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011152197 胡艳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292950211 杨仙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252451548 郑娇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011110676 李若彤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222451883 潘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233150293 普有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012110089 庞铭珠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011151248 袁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011250127 吴劲涛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222510865 宋天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232550259 邵翔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011210475 贾代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文秘
011250114 李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文秘
011210162 赵婧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012310056 夏睿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52210975 陶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52210809 田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011210230 邓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90152291 徐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011150355 刘一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011250251 吴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52411322 倪梓娴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50150178 王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010252381 李佳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