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后四位
1 邹承尧 ****2031
2 王丹 ****1520
3 刘竹 ****3946
4 付俊杰 ****1527
5 吴慧敏 ****0024
6 金涵之 ****0027
7 张子莲 ****1441
8 朱梦洁 ****2122
9 姜蔼耘 ****0021
10 唐若愚 ****1623
11 张亮 ****0039
12 王施懿 ****206X
13 赵程程 ****1526
14 张宏治 ****571X
15 黄思嘉 ****0080
16 王世杰 ****0053
17 王君瑜 ****0348
18 张钊 ****1434
19 尤芳铭 ****1017
20 吴俊琦 ****151X
21 蔡毅哲 ****0512
22 孙高生 ****4413
23 闫阔 ****0194
24 李红 ****144X
25 刘宴豪 ****2414
26 张莹莹 ****1387
27 姜萌 ****271X
28 赵建龙 ****1517
29 林瑞 ****0037
30 陈小英 ****202X
31 李凯 ****0658
32 乔晓月 ****6825
33 张瑜 ****4825
34 杨羽豪 ****003X
35 苏香楠 ****2525
36 常金鑫 ****4214
37 谢俊 ****3210
38 陈鹏 ****5511
39 程尉浩 ****1016
40 刘金龙 ****6535
41 赵德龙 ****191X
42 王博 ****0012
43 钟李 ****2823
44 张倩玉 ****0625
45 周晨頔 ****091X
46 王启印 ****3814
47 王小溪 ****0085
48 董伶俐 ****662X
49 范明梅 ****5522
50 张伟男 ****2011
51 陈嘉意 ****0647
52 徐承汝 ****4725
53 宋宸 ****1517



54 薛静 ****3204
55 张新月 ****7840
56 乔雯茜 ****2142
57 吴昊 ****5617
58 陈晨 ****2918
59 江小情 ****4325
60 赵子健 ****4117
61 华宏宇 ****1757
62 丁美铮 ****0023
63 历莹莹 ****062X
64 李啸 ****3615
65 张卓琳 ****0022
66 张书嘉 ****1512
67 成芮弘 ****1316
68 蒋蒙 ****7027
69 徐铭铭 ****0027
70 张忠楠 ****2010
71 袁英歌 ****5249
72 于忠意 ****3317
73 王垚 ****0314
74 桑茜 ****7262
75 张友豪 ****0472
76 刘峥嵘 ****0525
77 周芮 ****0310
78 周豪 ****2218
79 张心怡 ****1225
80 刘晓娜 ****0027
81 杨雪 ****1547
82 冀艺冉 ****7046
83 刘桂巧 ****1647
84 陆远 ****0832
85 王林爱 ****3620
86 傅智 ****151X
87 付杨博 ****1338
88 谢兆资 ****0214
89 李智 ****3427
90 祖壮壮 ****0878
91 邸无双 ****0326
92 高泽宇 ****2313
93 姜雨锦 ****4053
94 赵胤谷 ****0811
95 王扬 ****0016
96 孙小彤 ****0615
97 王辰元 ****0629
98 杨亚茹 ****5427
99 宋晓釩 ****1027
100 徐梦梦 ****0021
101 王永杰 ****1133
102 崔继伟 ****1012
103 魏建华 ****3017
104 卜家豪 ****0357
105 张文龙 ****2016
106 王海春 ****1124
107 徐利亚 ****6823



108 张育凤 ****002X
109 丁梅林 ****0021
110 石丽菁 ****0025
111 张宇航 ****0025
112 彭聪瑶 ****0046
113 李昊昊 ****4423
114 孟真 ****4030
115 马腾 ****2536
116 于佩阳 ****7517
117 刘思静 ****5122
118 杨冉 ****4126
119 邓亚倩 ****2760
120 段倩 ****4526
121 侯增鹏 ****3414
122 焦一博 ****091X
123 刘晗 ****0513
124 李哲 ****8215
125 张书樵 ****9814
126 姜国凯 ****6210
127 杨会林 ****5548
128 马航 ****1817
129 苏梓昭 ****1557
130 丁昊 ****3419
131 潘望 ****6028
132 陈诗雨 ****5121
133 马蕊 ****5025
134 侯世豪 ****0015
135 刘志瑶 ****002X
136 张博然 ****0316
137 喻无瑕 ****2443
138 潘元 ****1043
139 江长青 ****5117
140 朱昭宇 ****7936
141 张政 ****8038
142 肖辉林 ****7213
143 李英康 ****7713
144 任俊杰 ****5813
145 杨芳辉 ****1219
146 张德戬 ****0214
147 武林坤 ****7123
148 方成 ****4519
149 贾曼 ****7625
150 聂雨敏 ****0028
151 杨婷婷 ****6708
152 余梦瑶 ****6027
153 王永朕 ****0019
154 刘佳 ****4549
155 邢韵 ****2623
156 李岩 ****3015
157 梁摇 ****8520
158 王赞策 ****1172
159 刘东 ****0537
160 王一迪 ****0723
161 刘欣苑 ****9644



162 齐天一 ****3018
163 柳馨 ****5529
164 李欣岳 ****332X
165 王茹 ****1128
166 常子正 ****1612
167 赵月 ****0629
168 张乐 ****1426
169 张洋 ****6020
170 李稷雄 ****1113
171 郭建超 ****4411
172 付娉婷 ****0047
173 时培培 ****0017
174 陈铭铭 ****2119
175 苏候霖 ****5214
176 刘晨宇 ****2526
177 朱凌锋 ****0214
178 黄杰斌 ****4018
179 张景兴 ****1972
180 张铭梁 ****6412
181 袁靓 ****7422
182 石锐 ****1714
183 孟博 ****4419
184 李秀余 ****6680
185 方百渠 ****001X
186 李聪慧 ****0406
187 黄小艺 ****2969
188 兰怡清 ****1020
189 吴柏乐 ****6816
190 简婕 ****0129
191 田浩楠 ****5618
192 刘时雨 ****5029
193 王超 ****3410
194 徐慕菲 ****2529
195 沈柏霖 ****1730
196 徐若寒 ****002X
197 曹毅 ****1030
198 梁锐 ****0042
199 李勃 ****0014
200 王一龙 ****0917
201 刘冰姝 ****0025
202 薛琦 ****8529
203 彭凡 ****0112
204 路则鹏 ****5818
205 董芯名 ****0776
206 汝果 ****3759
207 董岳 ****7617
208 蔡奕慧 ****9421
209 刘箴鹏 ****5215
210 刘艾雯 ****5529
211 罗瑞 ****3625
212 孟愉钦 ****0038
213 姜萍 ****0320
214 闫浩然 ****1530
215 张翔宇 ****7214



216 南铭琪 ****5541
217 张婧 ****0662
218 许可 ****3429
219 韩一帆 ****6525
220 谭雯一 ****0024
221 黄欢 ****8177
222 徐冀恒 ****8610
223 王思奇 ****0014
224 李莹 ****7528
225 曾静 ****0725
226 汤晨晨 ****7326
227 方俊 ****4819
228 孙继凯 ****0010
229 张才文 ****6036
230 丁宁 ****3710
231 刘瑞姣 ****0029
232 刘晋邑 ****0374
233 翁天森 ****0714
234 龙健锋 ****4570
235 杨永强 ****3211
236 孔德凝 ****702X
237 路畅达 ****3619
238 王耀德 ****1171
239 刘婷婷 ****1723
240 文一帆 ****1042
241 葛世豪 ****4092
242 周潇潇 ****7344
243 齐壮志 ****113X
244 宋涛 ****5053
245 明月晴 ****2667
246 卿亮 ****0551
247 尤秋平 ****7411
248 胥婷 ****1603
249 李朋 ****3019
250 林小龙 ****1890
251 王佳伟 ****5317
252 董慧 ****3649
253 刘学圣 ****6019
254 高逸 ****0625
255 吕衡 ****4116
256 张鑫泽 ****0054
257 张莹莹 ****0020
258 吴健 ****6976
259 李颖 ****6446
260 张皓然 ****0033
261 王雷 ****3218
262 温善科 ****0019
263 陶威 ****0216
264 江佳瑶 ****3948
265 戴昕志 ****1099
266 单竹 ****7037
267 李金娟 ****3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