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方式 政治笔试地点
103351000907026 赵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040 贺思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058 徐伟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077 郭佳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096 黄敬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109 吴丹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118 周梦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131 吴泽晔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176 罗萱芝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191 朱洲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223 丁松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245 罗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250 王微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263 贺大元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299 莫煊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309 叶峥翔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332 童砚龙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339 蒋雪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343 许亦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364 夏楠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399 王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05 万若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20 郭叶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33 马学刚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37 陆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42 徐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53 莫余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73 刘浩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82 郭闻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495 朱竞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00 吴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25 周黎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43 徐速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51 俞碧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57 王英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63 袁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67 邹先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71 冯缇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73 方旭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8354 王昊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74 王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76 孙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80 余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584 吴震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608 张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631 朱金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646 金丽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673 李昀翔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688 孙扬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05 王文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06 吕舒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13 冯庆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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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51000907717 韩思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28 储方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30 孟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34 李心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35 陈冠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53 范春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72 赵佳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78 邢晓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3
103351000907791 富小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829 陈方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841 施建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862 丁思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869 杨文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877 胡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884 杨璐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894 孟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00 方锶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01 吴展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09 钱晓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20 徐晓博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23 郦文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26 应晓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32 王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34 余海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56 刁清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7972 李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06 李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11 柯双映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22 宋天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39 邹浩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40 严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60 卢富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80 陈羿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091 李蓓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103 吴若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110 黄文叠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111 夏俊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24895 刘洋邈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128 董桂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185 鲍亭亭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22 史倩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23 沈子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28 何晶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54 王敏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68 吴添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71 苏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83 刘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298 杨细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329 刘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330 姜彬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363 张以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381 陈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15 王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45 庞新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46 周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50 王宇名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52 吴曼任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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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51000908468 陈天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85 张连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89 李鸿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490 朱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01 陶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11 秦业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20 李菁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21 陈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25 高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27 李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31 王奕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7
103351000908532 俞成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540 章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560 朱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597 沈欣韵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627 陈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644 范雯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676 黄娅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701 李荣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702 李者隆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705 刘文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737 邢馨怡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823 金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835 周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900 倪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912 韩兆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968 王凯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978 马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8979 周珊羽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07 谷晓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27 徐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31 张洁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38 刘书翔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64 楼耿权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65 徐枭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67 蔡礼蔚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076 金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117 杨媛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131 吴海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162 于佳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177 郭晋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193 吴言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228 钟志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243 许燕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262 胡硕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278 陈显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309 陈怡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311 田浩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341 赵月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358 宣功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406 吴振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436 张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448 孙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470 蒋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485 王靖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502 冯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511 周技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529 吴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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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51000909579 盛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590 陶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592 徐梦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596 汪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637 鲁汉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643 吴科技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704 余晔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724 阮梦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730 王倩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770 吴凯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779 苏雪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790 王晓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811 谢思思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1
103351000909818 吕玉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825 胡红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858 张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864 范颜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898 王梦婵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00 陈宗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03 华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23 张晓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44 肖文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61 孙翀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74 孔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80 王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992 韩铠鸿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19 邱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33 郑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46 何昆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50 范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55 张丹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73 宋庆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79 陆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9630 魏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94 陈利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098 吴浩楠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129 陈雄权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138 朱媛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141 陈新灿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233 朱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237 何浩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244 周婧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257 蔡福守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266 刘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288 董妙妙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13 竺浩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30 张源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36 傅玉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68 陈开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69 严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73 李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75 阮天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376 王森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557 王超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583 张艳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584 李昭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0634 朱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2422 张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方式 政治笔试地点
103351000913297 赵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300 黄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312 王依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324 韩雪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333 李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364 王颢臻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370 章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387 孙培旸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918 尚志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929 王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937 费喜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3941 周萍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4195 徐枫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4209 蒋励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14215 邵灵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5
103351000907079 张佳龙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226 李静宁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328 杨威玲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392 邢晓泽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457 王潇翔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610 胡梦琪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638 徐少毅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800 黄琦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847 楼泽阳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885 冷翼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887 洪婧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7955 沈佳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048 王聪婷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112 周莹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135 黄龙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206 章原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269 章文晋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504 金翰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565 徐若晨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586 蒋立婷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592 何雯琪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8967 黄璇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9126 冯佳伦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9169 张苏杭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9486 漏菊萍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09807 夏齐蔓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0308 费雅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0339 陈铭佳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0403 吕佳青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0415 项凌云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0559 付林颖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0579 单莹莹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0633 黄法红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2168 张雪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3921 张天琨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4207 王烨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4240 刘秋月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4636 王泽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4753 刘鹏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方式 政治笔试地点

103351000914764 潘宇晴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5473 刘圣洋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5538 鲍英君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5545 余圣洁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6235 潘牧野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6393 黄希耀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6648 占敏浩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6964 陈琦聪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8310 徐微巍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8319 吴邱杰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8772 李佩昊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8785 周寅扬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9150 疏丹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9243 梅婷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9244 柴斌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9339 夏敬尧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9441 丁筱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0062 林荟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0069 魏乐亭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0085 陈斌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0736 李心怡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1428 初云超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1687 孟菡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2162 郭登科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2163 谷超杰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2212 陈云鹏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3492 赵冬琪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3875 翟宇嘉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5388 谭思娟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7009 何泽林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27203 万旭昊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1
103351000914231 徐理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4356 付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4365 杨凯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4701 陈璐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4734 杨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4768 陈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4770 金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330 杨颂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381 陈佳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442 林伟卫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454 岑庆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488 汪如琼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494 钱雅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495 陈思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531 何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541 胡怿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551 江孙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552 童文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564 忻亦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583 侯佳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614 张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226 余荣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262 张巍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方式 政治笔试地点
103351000909882 陈逢源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4216 吴若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0060 张文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24662 张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0201 邱子朝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07455 陈邦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07119 周玉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5459 丁子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343 蔡优优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367 郑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368 黄炎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388 薛道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647 张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659 王柏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660 张振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684 张雨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737 陈威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911 吴翔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938 陈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966 林建睿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6967 施鑫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7438 毛烨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7441 沈鸿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7451 俞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7455 陈汝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7516 闻登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7547 俞佳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3
103351000917554 龚闻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7987 孙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003 陈伟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008 胡华臻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090 郑常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097 王小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107 吴哲慧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111 张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07350 金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113 王紫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115 李佳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126 骆倩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504 王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8786 徐良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19010 陈少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0059 杨嫘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0400 姚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0652 陈萧董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0685 游晓雄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0918 陈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0919 王勤聆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1190 吴华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1415 张金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1424 李涵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2076 王凌霄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2135 魏芳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2209 冉小攀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2319 郑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3470 谢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3855 王静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064 赵逸雄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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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51000924390 刘惠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395 李旭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412 陈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666 周恒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678 李召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691 李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693 陈骊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21 金灿灿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23 窦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27 连妙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46 薛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55 杨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67 何德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70 林海荣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83 何垄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84 朱梦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87 周李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6730 李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407
103351000924776 徐泽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857 于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844 汪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473 王俪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528 邵娇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055 孔海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104 宗森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422 项煜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4647 王芬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697 戴卓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743 尹利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643 刘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6997 白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0117 王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307 王文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817 李威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5416 贺恩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021 刘善高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540 王佳园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3356 方舟一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300 徐泽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3361 梁蓉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100 李晓丽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1573 葛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863 王洪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0324 袁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6731 周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0072 欧飞永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125 陈晓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0068 谢亮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152 郑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625 蔡志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391 施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5493 左绪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368 王恩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4372 程苏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0416 周甜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3853 皮昕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954 汪翔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308 郭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方式 政治笔试地点
103351000907780 吴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163 高凌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654 李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4760 张天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5436 王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3384 奉国雄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061 袁丹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259 王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0388 何丽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4771 严家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439 王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8853 韩华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785 王治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5476 戴光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8515 李彦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7424 许锦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3372 程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4401 何琼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6294 张培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7500 柴笑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4699 岑森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6920 王景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1422 张作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744 吴英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4230 朱耀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0081 周卓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0793 付超林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045 钟意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2086 时辉辉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7520 陈雨峰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3566 闻雅婷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9378 陈永智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594 吴晨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3856 孙燕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3365 严苏雨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2321 黄郅鹏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7386 商苏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3330 惠煜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5441 魏祥天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7560 赵丹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697 任雨番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10011 刘萍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20651 赖金蓉 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1
103351000908498 黄丽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21423 孙铭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145 李兆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046 刘培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958 杨雯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9453 欧阳会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21418 陈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5398 李文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635 蒋俊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437 曾江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9241 孙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685 茹祥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0238 陈津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4225 刘四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9604 盛晨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方式 政治笔试地点
103351000908200 张健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034 赵美青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093 张文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304 陈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4244 张雪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2346 丛偲瑾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383 郑伟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621 江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6973 孙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7996 周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850 陈秋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713 陈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9240 段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781 吴万能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0030 张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126 雷剑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312 李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081 边将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578 孙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22421 袁小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0637 黄承朝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623 翁静思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873 夏亮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2139 李师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6700 刘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744 汪洋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707 薛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24409 吕芃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412 张晨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532 张权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5474 陈升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15478 陈泽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936 潘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24415 李子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7587 高仪慧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4
103351000908433 严红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6987 袁伟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897 张新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188 胡一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314 郑东初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836 谢嘉威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5505 魏志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479 汪龙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0085 陈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0338 褚艺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20712 邵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3327 杨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2941 关东亮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459 蒋炳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671 孙晶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156 傅效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000 王晓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138 杨妍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9588 李朦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25793 何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9411 华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0358 沈小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029 刘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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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51000915455 郭佳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612 曾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715 王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21895 冯赫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9981 陈辉晶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636 黄韵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125 刘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8771 金永荣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120 马铁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9440 高刘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855 方炜韬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557 李慧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9557 杨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23560 鲁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9167 周溢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0012 王垌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8124 何泽一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495 倪坚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0280 杨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0394 许朝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20401 伍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9306 李智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369 王尔伊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7190 钟文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6390 李锦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22083 赵罗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15607 包媛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08
103351000908067 郭奇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5530 刘静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3338 任曼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168 王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4369 朱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628 卜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9025 吴小青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520 宋哲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939 木青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20115 施俊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335 蔡泽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4228 吴海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0196 周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163 孙岩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0000 刘久刚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142 秦奉达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653 韩水萍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986 叶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918 李枝珑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572 周靖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409 张云杨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751 童盼盼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478 竺朗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094 王海英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181 刘也涵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23565 高尔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674 张林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5465 朱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20066 林星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207 俞帅莱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990 艾日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方式 政治笔试地点
103351000908541 余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626 张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5537 吕建飞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321 王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981 诸葛娇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5445 程立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405 王海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600 李湘建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9696 许振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684 刘刈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151 马惠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344 胡进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6999 洪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0294 李剑扬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906 付芳凤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8824 金吕燕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515 代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7530 王汉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08025 张一枫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2
103351000913369 汤春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4229 谢斌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0105 张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837 曹冉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783 吴桂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011 林达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5506 王博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8170 刘婧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7518 郑琳炫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253 章俊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5535 杨丽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745 何书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707 张茜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8073 蔡毅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913 许朝晖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951 曹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7413 樊凌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0575 刘夏男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3299 叶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3371 张振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529 戎琳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24389 石国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731 叶凌帆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236 谢晋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082 陈卓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8213 俞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8609 杨雪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7448 徐诚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8643 岳思鹏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0165 刘家欣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20070 李秋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527 姜道明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071 徐丹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611 张理杰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013 程凡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3932 张洪军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729 戴诗晴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144 俞铁铃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752 马菲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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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51000909749 庞双双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20213 朱健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655 陈方舟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438 程堃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7861 方圆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25788 张馨薇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8056 徐月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812 姚淑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686 崔波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15610 刘秦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103351000909414 赵倚萱 非全日制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