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010211622 普冉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010212020 佘昊衡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0350778 赵泽林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010351156 张振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1110239 马梁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1210177 杨泽南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011250116 向卓林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12210387 陶兴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210391 王芝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012350403 耿华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2410194 杨婷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2450248 王梓杭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012510400 袁思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012550514 杨磊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安全技术与管理
012550518 陈鑫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012850023 张丽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12611332 段海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212611393 龚成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12750255 罗汇欣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22310361 段宇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222413852 范峻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22452149 郭梦昀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22510878 荣东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222651711 陈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222810629 马城松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30153545 刘新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信技术
230153797 刘照晖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32410380 杨博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232550172 吴雨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232610218 施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40110696 陈晓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242450409 马普翔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242810237 王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50110472 陈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民政管理
250110586 连婧羽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250150329 蒋紫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50150683 张梦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50151102 詹道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252210556 赵胤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252210713 刘海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252251324 罗海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252412713 郎雅迪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252510464 马应花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252510541 吴凯毅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52610037 张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252651664 谢锦红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262151578 杨沛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262152112 骆常珍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文秘
262210734 吴正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262250229 冯光懿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262250358 周木龄童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262610274 王雪彩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262650133 潘选蝶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62650244 谢园园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摄影摄像技术
262650359 王贵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信息管理
272310418 赖元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72510232 周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272850017 玉勐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82111106 陈回香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82111282 宋洁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90151985 李雪莲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292550326 吴艳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92610160 杨凯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292950026 吴永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93150431 杨子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300151905 李婉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302210506 杨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302450618 解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312151200 李文科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320210910 曹鸿禧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2110161 熊海帆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322110536 张学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322210115 文加美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322210190 李诗蕊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322210511 张舒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322250528 吴秋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322350553 付晓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332510350 赵恒硕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公共事务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