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份证号码末四位 姓名 报考专业 科目1 成绩1 科目2 成绩2
**************5445 龚雪媛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8 财务管理 117
**************2328 刘娜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财务管理 38.5
**************2112 班晨翔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工程项目管理 0
**************1216 闫晨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电子商务概论 122
**************0010 赵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工程项目管理 64
**************0018 李昱坤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市场营销 122
**************141X 宋易鸿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电子商务概论 99
**************7010 袁聚隆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工程项目管理 0
**************0023 吴玉婷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8 市场营销 82
**************2015 王容与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工程项目管理 48
**************4138 柏仕成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财务管理 61
**************0442 赵婷婷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财务管理 61
**************163X 杨轶枭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市场营销 79
**************0010 谢晓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电子商务概论 72
**************4849 夏伟琌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8 财务管理 39.5
**************0820 班佳欣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52 国际贸易理论与 28
**************4013 彭韬任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6 市场营销 70
**************2527 唐媛洁琳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8 电子商务概论 74
**************5723 李婷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电子商务概论 106
**************0011 张励文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8 财务管理 113.5
**************3550 严鑫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电子商务概论 0
**************4688 赵丽萍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电子商务概论 84
**************1353 肖阳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工程项目管理 66
**************6435 李军强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电子商务概论 95
**************1325 郝璇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金融学 53
**************8824 李慧玲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财务管理 90.5
**************2018 乔玉君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电子商务概论 108
**************7824 万晓琼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工程项目管理 19
**************5019 赖日全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电子商务概论 86
**************0424 彭香杰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9 电子商务概论 103
**************0020 王文婧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财务管理 62.5
**************3419 陈开源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工程项目管理 38
**************6315 温三星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金融学 74
**************2127 李梦圆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电子商务概论 77
**************8089 郑茜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8 电子商务概论 72
**************0045 蒋馨雨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财务管理 86
**************9313 刘燊昶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工程项目管理 67
**************6041 黄晶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电子商务概论 101
**************3022 史芷逸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工程项目管理 52
**************7062 张文雅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国际贸易理论与 59
**************5727 钟书媛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9 电子商务概论 76
**************9016 肖多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数字电子技术 58
**************0031 黄可诚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5 电子商务概论 108
**************2470 王钱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51 数字电子技术 27
**************5420 张格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市场营销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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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刘璐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电子商务概论 84
**************0021 王绮文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国际贸易理论与 97
**************8717 刘宇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市场营销 75
**************5437 徐腾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3 数字电子技术 45
**************2736 彭锐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工程项目管理 56
**************0325 白莹莹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6 财务管理 44.5
**************8254 陈文瑞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工程项目管理 41
**************5438 蔡朗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数字电子技术 18
**************4523 胡碧荣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电子商务概论 81
**************5155 彭楗枫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财务管理 26
**************2458 罗浩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7 工程项目管理 43
**************7717 刘欢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9 工程项目管理 33
**************0034 邓皓阳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财务管理 65.5
**************7708 王天怡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市场营销 79
**************0080 陈梁雪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金融学 36
**************5668 熊志慧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市场营销 77
**************2655 刘阳晨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4 电子商务概论 129
**************7958 蔡俊星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工程项目管理 105
**************0882 别云妍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6 电子商务概论 101
**************7973 贾琳鑫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3 室内设计手绘表 50
**************8266 麦晗瑄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49 工程项目管理 24
**************6468 王婧敏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电子商务概论 87
**************6723 向以惠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市场营销 91
**************6981 史木荣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8 市场营销 75
**************0053 王睿泽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工程项目管理 18
**************855X 高仕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2 电子商务概论 64
**************0021 鲁雅雯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0 市场营销 68
**************032X 陈玉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市场营销 68
**************0023 华婧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工程项目管理 54
**************3468 李红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工程项目管理 13
**************2926 彭诗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电子商务概论 107
**************0317 李众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1 金融学 59
**************0036 肖玟青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4 工程项目管理 146
**************0313 向宇凡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5 数字逻辑 103
**************0322 杨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财务管理 54
**************0573 金文康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5 室内设计手绘表 130
**************0732 徐晨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7 电子商务概论 97
**************031X 王志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41 市场营销 57
**************2612 杨朗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1 工程项目管理 75
**************0059 李威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电子商务概论 88
**************4084 武思园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财务管理 53.5
**************4068 武思梦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财务管理 51.5
**************5310 周家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市场营销 66
**************4083 陶霖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62 综合英语 49
**************3732 武恒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市场营销 82
**************7468 晏文君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4 金融学 43
**************6321 魏自茹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室内设计手绘表 60
**************1213 黄毅豪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国际贸易理论与 99



**************0027 刘晨煜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3 财务管理 135
**************7674 胡旭东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金融学 103
**************0448 王雅娟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国际贸易理论与 76
**************2726 邓灵杰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综合英语 84
**************0023 陈雅婷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财务管理 96
**************0020 雷舒艳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62 标志设计 120
**************3141 谭玉琴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市场营销 66
**************1787 唐玉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46 财务管理 32
**************3629 王玺钰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财务管理 31.5
**************422X 董继宏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财务管理 91.5
**************3260 龙斌斌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财务管理 53.5
**************4611 杨星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财务管理 92.5
**************5810 王袁浩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6 电子商务概论 74
**************6531 徐喆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财务管理 94
**************1520 刘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8 工程项目管理 135
**************231X 张聪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6 室内设计手绘表 70
**************0049 万茵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数字逻辑 126
**************0023 高璐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电子商务概论 62
**************2419 鲁金波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工程项目管理 72
**************2452 蔡聪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工程项目管理 29
**************0019 陶丁一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市场营销 0
**************2445 席畅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电子商务概论 79
**************0064 张沁雯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财务管理 0
**************2451 邱浩伟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数字逻辑 0
**************0094 李子瑞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5 财务管理 76
**************3218 李文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9 市场营销 72
**************1326 程汪欣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5 财务管理 55.5
**************7911 胡磊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工程项目管理 34
**************6418 毛志海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数字逻辑 0
**************8513 胡枭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8 工程项目管理 148
**************9424 宋雨佳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89 国际贸易理论与 62
**************9419 刘斌嘉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0 标志设计 115
**************7526 华惠惠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财务管理 61
**************0043 张雨祺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财务管理 62
**************3124 胡文君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6 市场营销 85
**************0421 陈威屹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市场营销 74
**************6926 彭珊珊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电子商务概论 122
**************0440 代一涵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财务管理 101.5
**************1232 杨普涛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市场营销 70
**************0020 佘丹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市场营销 0
**************491X 明晨阳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金融学 91
**************0315 赵治江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40 室内设计手绘表 50
**************002X 王娟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9 财务管理 97.5
**************7127 陈越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财务管理 30.5
**************0019 张良羿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市场营销 83
**************5714 刘子威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8 工程项目管理 78
**************2326 李胜男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工程项目管理 71
**************6315 徐文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数字逻辑 34



**************492X 汤艺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市场营销 53
**************4321 邓娜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市场营销 70
**************5520 成俊萍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标志设计 115
**************0037 陈帅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标志设计 0
**************0019 陈彦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财务管理 52.5
**************3217 王洋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7 市场营销 63
**************5429 林玉鑫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市场营销 69
**************3238 饶圣铖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电子商务概论 75
**************5620 彭雨晖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金融学 64
**************6029 黎江琼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7 电子商务概论 83
**************0028 丁紫箫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市场营销 87
**************5670 胡俊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4 综合英语 125
**************5668 陈颖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电子商务概论 71
**************6229 邓安娜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工程项目管理 65
**************1229 程子灏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0 财务管理 119
**************0520 叶婷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46 金融学 59
**************0015 周汝青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2 数字逻辑 110
**************053x 杜俊辉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5 电子商务概论 122
**************2989 余威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电子商务概论 99
**************0539 梁快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0 电子商务概论 116
**************1212 余道港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市场营销 0
**************1218 刘灿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财务管理 51.5
**************0539 程维高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市场营销 57
**************4722 陆芳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财务管理 73
**************1515 王爽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45 电子商务概论 91
**************001X 吴子明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6 电子商务概论 138
**************4218 陈立邦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金融学 73
**************5324 王敏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金融学 46
**************6222 黄珂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国际贸易理论与 80
**************3734 李亚峰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电子商务概论 66
**************0018 张浩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工程项目管理 77
**************2530 朱志鹏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金融学 73
**************5919 彭志勇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财务管理 0
**************0365 刘新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5 财务管理 41.5
**************4735 刘进君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数字电子技术 39.5
**************7017 郑泽鑫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1 市场营销 54
**************3540 冯苗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标志设计 130
**************1945 戴姝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56 综合英语 62
**************3113 史颂平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数字逻辑 60
**************5034 李堃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0 市场营销 88
**************0851 朱智海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综合英语 0
**************2222 付圆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电子商务概论 81
**************221X 胡树威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4 工程项目管理 29
**************193X 魏源涛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47 市场营销 66
**************2828 柯倩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标志设计 125
**************0027 李晶晶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0 财务管理 85
**************0420 吴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电子商务概论 105
**************314X 余美萱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48 市场营销 59



**************0020 陈立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财务管理 103
**************2519 岳胜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数字电子技术 82
**************1739 刘云鹏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49 财务管理 29
**************0066 田金薇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9 金融学 109
**************752X 吴泽瑛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财务管理 102
**************6611 廖学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工程项目管理 47
**************3822 汪金城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金融学 75
**************7526 桂欢欢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工程项目管理 57
**************7549 吴冰婷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财务管理 0
**************4422 张馨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3 市场营销 117
**************2240 王梓薪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综合英语 0
**************0312 胡云鹤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7 室内设计手绘表 85
**************7921 方子云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3 电子商务概论 83
**************0059 马文杰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6 工程项目管理 119
**************0011 余文俊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电子商务概论 66
**************008X 马婧溢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室内设计手绘表 50
**************8213 李博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电子商务概论 89
**************0044 吴同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室内设计手绘表 30
**************3323 皮磊兰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财务管理 45
**************0091 王绍辉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金融学 103
**************2017 李帆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电子商务概论 110
**************4624 刘巧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5 财务管理 44.5
**************6819 卢珣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数字逻辑 57
**************6830 王江鹏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工程项目管理 36
**************3544 张婵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数字逻辑 78
**************6814 刘辉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1 财务管理 61
**************1035 秦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市场营销 66
**************2117 张峰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数字逻辑 49
**************789x 熊思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46 工程项目管理 21
**************205X 孙仕寅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电子商务概论 100
**************1220 叶紫晴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国际贸易理论与 86
**************042x 袁汝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财务管理 78.5
**************8235 吴子杰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电子商务概论 82
**************0882 喻骞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48 电子商务概论 63
**************0448 王可欣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财务管理 63
**************0850 王孜琪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1 室内设计手绘表 120
**************161x 李畅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1 市场营销 83
**************1229 陈鑫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财务管理 44
**************0498 郑磊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电子商务概论 110
**************8217 汪杰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7 工程项目管理 57
**************2128 禹晴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数字逻辑 126
**************5321 伍娇玲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财务管理 0
**************0024 王安琪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3 电子商务概论 72
**************0027 王欣宇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3 财务管理 37.5
**************322x 黄雪露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工程项目管理 39
**************5061 易双洁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财务管理 51
**************0047 张雅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市场营销 79
**************5933 邹星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工程项目管理 25



**************2748 艾周颖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电子商务概论 69
**************5910 邹华东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数字逻辑 45
**************4726 易紫君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1 数字逻辑 98
**************7918 程唯林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电子商务概论 99
**************6413 叶梓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电子商务概论 69
**************0429 任逸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3 市场营销 111
**************6423 刘亚琪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综合英语 69
**************4911 胡涛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数字逻辑 24
**************6427 张雨晨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综合英语 74
**************0028 刘雅婷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5 金融学 40
**************5613 艾承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综合英语 46
**************1244 曾颖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77 国际贸易理论与 77
**************5940 肖蓉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市场营销 76
**************2828 邓丽君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财务管理 42
**************0045 孙美琪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综合英语 59
**************6018 王肖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5 数字逻辑 122
**************0033 王卓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标志设计 115
**************3986 曾紫微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7 财务管理 53.5
**************5312 唐景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工程项目管理 59
**************3428 陈梦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财务管理 61.5
**************402X 汪欣茹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市场营销 61
**************0019 张亮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电子商务概论 65
**************203X 吴亚威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综合英语 88
**************5247 谢紫嫣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3 市场营销 68
**************6324 刘丽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4 数字逻辑 124
**************0021 苏诗雅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市场营销 89
**************1023 余茜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32 室内设计手绘表 70
**************8716 宋奔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室内设计手绘表 100
**************2445 宋喜闻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3 财务管理 78
**************0029 郑璐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电子商务概论 92
**************7823 夏瑶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市场营销 88
**************031X 崔浩然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工程项目管理 109
**************2452 夏文轩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电子商务概论 0
**************0640 张慧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0 电子商务概论 78
**************0349 邱子佩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工程项目管理 65
**************5420 吴倩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7 电子商务概论 86
**************2620 马玉林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电子商务概论 122
**************4040 廖娅婷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综合英语 62
**************2919 陈良泽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8 金融学 60
**************1525 黄崯崟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综合英语 83
**************4025 肖孙丽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6 电子商务概论 109
**************4024 欧仁姣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电子商务概论 97
**************0010 吴乾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1 电子商务概论 123
**************3561 吴梦雪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电子商务概论 90
**************0537 李成玮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1 数字逻辑 112
**************2211 孙情义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工程项目管理 54
**************3865 王李骜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74 综合英语 21
**************3825 张海月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电子商务概论 75



**************1048 余楚涵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室内设计手绘表 90
**************1439 唐冠群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工程项目管理 86
**************3818 张伟劲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标志设计 115
**************0021 杨雯艺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电子商务概论 82
**************1414 崔逊成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3 工程项目管理 80
**************0516 蒋乾虎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3 市场营销 77
**************3828 李梦媛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市场营销 63
**************386X 邓梦琦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室内设计手绘表 135
**************262x 秦苏华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工程项目管理 27
**************3834 黄焘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市场营销 120.5
**************0518 隗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9 市场营销 50
**************5017 张凯凡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2 市场营销 60
**************4219 张颖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财务管理 82
**************0014 胡映雨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国际贸易理论与 0
**************0027 胡可欣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室内设计手绘表 100
**************2323 吴瑶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电子商务概论 100
**************0018 彭大禹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1 金融学 101
**************8414 魏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4 市场营销 57
**************0324 方煜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7 电子商务概论 63
**************1036 向思远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工程项目管理 57
**************3042 汪紫蓉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6 国际贸易理论与 95
**************005X 陈翔喆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7 工程项目管理 103
**************2322 苏含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电子商务概论 91
**************881x 王祥名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金融学 71
**************9239 邓胜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工程项目管理 76
**************5229 刘月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46 国际贸易理论与 42
**************0053 袁天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市场营销 69
**************0037 易工博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市场营销 64
**************1730 方义佩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工程项目管理 42
**************4411 肖童童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数字电子技术 16.5
**************9012 方弘源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8 财务管理 124
**************8142 王柳青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6 电子商务概论 81
**************0055 王强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电子商务概论 64
**************2826 陈思佳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电子商务概论 78
**************0016 陈铭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48 市场营销 69
**************6710 彭应杰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6 财务管理 118
**************0026 严仪枫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电子商务概论 61
**************1429 罗倩儿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综合英语 0
**************1411 曾浩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1 数字逻辑 31
**************0611 江陈上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1 电子商务概论 91
**************2478 尹国雨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5 电子商务概论 74
**************008X 李美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0 市场营销 77
**************0657 陈艺文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室内设计手绘表 50
**************4912 吴迪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电子商务概论 85
**************4218 刘昌林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数字逻辑 121
**************0012 金尚琦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3 数字逻辑 42
**************6043 孙佳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综合英语 56
**************4641 陈玲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0 电子商务概论 58



**************5130 丁渝杰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5 财务管理 114
**************4416 余海辉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7 电子商务概论 71
**************5148 刘峥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7 电子商务概论 62
**************5723 何丽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6 财务管理 33
**************5520 黄嘉慧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电子商务概论 103
**************0040 程思雅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室内设计手绘表 100
**************6244 陈雨薇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财务管理 0
**************0048 李菁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6 电子商务概论 123
**************5946 朱婉莹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电子商务概论 110
**************0086 黄倩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80 国际贸易理论与 66
**************5928 肖心怡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财务管理 122.5
**************1134 王子信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5 财务管理 58
**************1123 吴霞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2 财务管理 115
**************8417 张苏超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电子商务概论 83
**************0024 潘晨宇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财务管理 26
**************6195 全廷凡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5 工程项目管理 120
**************0017 杜文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市场营销 66
**************0017 刘抒源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0 财务管理 102
**************8772 孙维加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6 财务管理 62
**************0465 杨箐庆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市场营销 71
**************6815 卢骁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市场营销 119
**************5210 金雨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财务管理 47.5
**************4561 程雨晴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39 财务管理 44.5
**************6118 江聪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数字逻辑 22
**************4582 邓紫娟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0 财务管理 49
**************2356 何章泽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财务管理 103.5
**************4027 谭嬖芸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标志设计 116
**************4545 方丽君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市场营销 82
**************0011 杨博雅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金融学 78
**************0043 易婉钰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金融学 69
**************3014 陈思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市场营销 64
**************6042 崔臣芳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标志设计 130
**************0342 高诗月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1 财务管理 26
**************0932 余世杰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电子商务概论 66
**************0614 胡新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工程项目管理 23
**************0035 吴文聪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数字电子技术 58.5
**************0734 周书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0 工程项目管理 135
**************0365 王丹娜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室内设计手绘表 50
**************0318 朱天宸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3 金融学 39
**************0919 范宇豪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55 国际贸易理论与 55
**************1912 王瑞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5 市场营销 71
**************1611 周子健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1 市场营销 99
**************1667 焦蕾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5 财务管理 92.5
**************4293 周长琦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财务管理 112
**************033x 周铎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标志设计 117
**************5573 陈福鹏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金融学 107
**************5612 邱成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3 财务管理 46
**************3354 张恒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数字逻辑 0



**************2921 罗敏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46 市场营销 80
**************1525 杨若兰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室内设计手绘表 60
**************7013 闵博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市场营销 120
**************0023 李琪格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市场营销 75
**************7010 陈志皓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财务管理 62
**************3584 金晶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0 市场营销 100
**************5823 薛博文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6 财务管理 82
**************2840 王昭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国际贸易理论与 75
**************0524 张婧卓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数字逻辑 34
**************4616 陶思杨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国际贸易理论与 107
**************4611 耿俊杰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工程项目管理 38
**************4016 王盛隆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数字逻辑 34
**************252X 王菲菲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数字逻辑 109
**************0063 姚力维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5 财务管理 142
**************0049 姚天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5 财务管理 145
**************1530 代圆满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工程项目管理 52
**************352X 柴春婷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市场营销 61
**************6026 都小钰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7 数字逻辑 32
**************3010 常昌柱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金融学 60
**************2525 阳芳慧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38 国际贸易理论与 51
**************0040 陈媛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财务管理 81
**************1569 郑巧琦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市场营销 0
**************0033 雷浩冉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4 市场营销 123
**************4720 刘宝丽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金融学 54
**************3324 王世佳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市场营销 75
**************9219 蒋帝巍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0 数字逻辑 42
**************003X 窦云帆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6 数字电子技术 136.5
**************9221 卓春莉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0 电子商务概论 68
**************631x 王克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3 市场营销 74
**************6319 郑鹏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9 电子商务概论 142
**************3513 冯雨翔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数字逻辑 16
**************2023 李佳艺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8 财务管理 40.5
**************8018 李王寅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数字逻辑 117
**************0016 肖金鹏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电子商务概论 94
**************2024 柴梓墨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1 电子商务概论 79
**************1549 彭莞然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室内设计手绘表 95
**************1511 刘子涵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市场营销 0
**************0046 朱晨阳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市场营销 68
**************152X 周子旭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室内设计手绘表 60
**************1029 曾媛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9 市场营销 65
**************0016 蔡世策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数字电子技术 51
**************0052 田昊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3 工程项目管理 28
**************0031 刘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5 财务管理 106
**************0748 向尚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44 财务管理 38
**************222X 李灿辉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4 电子商务概论 81
**************1518 王书成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工程项目管理 50
**************4019 杨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市场营销 94
**************0030 潘育霖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6 工程项目管理 124



**************6699 刘正鑫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数字逻辑 24
**************0036 严志杰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数字逻辑 75
**************7514 曹江鹏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工程项目管理 72
**************0818 向往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4 财务管理 43
**************0039 周思淳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电子商务概论 80
**************0032 余缘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电子商务概论 76
**************0017 刘子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财务管理 50
**************4224 简孟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8 市场营销 77
**************0313 丁颜沁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工程项目管理 35
**************4669 冯桂平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电子商务概论 109
**************0026 王长喜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7 工程项目管理 126
**************0013 刘天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电子商务概论 65
**************0022 刘政政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5 电子商务概论 96
**************0048 朱玲萱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46 财务管理 32.5
**************2212 官港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8 电子商务概论 39
**************7033 张鎏俍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81 国际贸易理论与 49
**************5910 龙秭宜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1 数字电子技术 99.5
**************6327 向靖丽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3 财务管理 28
**************1117 敖宇翔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3 工程项目管理 135
**************0015 王伟杰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工程项目管理 87
**************1311 陈正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电子商务概论 110
**************5713 刘达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市场营销 64
**************0012 袁小同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3 工程项目管理 59
**************0026 吴倩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9 电子商务概论 78
**************0017 汤俊森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市场营销 90
**************0034 李俊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3 财务管理 100
**************6720 王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市场营销 81
**************1234 张鑫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0 电子商务概论 99
**************0014 王浚樵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工程项目管理 40
**************0023 李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1 市场营销 99
**************5420 曹萍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电子商务概论 104
**************1219 柯尊辉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工程项目管理 30
**************0038 何锋林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工程项目管理 33
**************542x 刘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3 市场营销 70
**************0013 林斌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市场营销 78
**************5920 李慧敏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综合英语 57
**************7415 王召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电子商务概论 79
**************5417 余彬彬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电子商务概论 89
**************2820 席紫涵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市场营销 70
**************202X 李羽熙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6 市场营销 115
**************1740 袁欣懿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金融学 109
**************2025 胡滢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电子商务概论 72
**************2826 陆家钰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市场营销 71
**************202X 张书琦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市场营销 71
**************2017 王家玺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财务管理 57
**************1213 陈振宇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市场营销 0
**************1248 王思琦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2 室内设计手绘表 125
**************0341 王明珠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1 市场营销 136



**************0012 魏天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6 电子商务概论 69
**************0357 王旭东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国际贸易理论与 0
**************122x 秦毓灵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室内设计手绘表 130
**************0023 惠晓笛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工程项目管理 29
**************0041 杨融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标志设计 113
**************1223 李傲寒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标志设计 140
**************0044 黄安琦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1 市场营销 71
**************6519 余地乔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金融学 67
**************0414 李帅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7 工程项目管理 48
**************8812 徐扬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数字电子技术 21
**************0091 柯星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综合英语 76
**************372X 董鑫钰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财务管理 59.5
**************3722 王欢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9 工程项目管理 39
**************0466 金润昔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室内设计手绘表 110
**************0016 吴子健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电子商务概论 79
**************0460 陈海燕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工程项目管理 42
**************4867 阮喜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55 综合英语 61
**************5718 乐阳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3 工程项目管理 56
**************5785 刘先慧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9 财务管理 50
**************6548 曹芷欣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3 电子商务概论 114
**************3715 孙振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电子商务概论 108
**************2129 张瑶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财务管理 87
**************2929 徐茜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1 电子商务概论 86
**************2117 黄开铭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数字逻辑 38
**************3725 吴燕婷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市场营销 83
**************331X 柏盛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2 室内设计手绘表 80
**************0026 王雪慧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4 室内设计手绘表 90
**************121X 吴潼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2 电子商务概论 59
**************0013 鄢海波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83 标志设计 100
**************754X 尤颖珲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工程项目管理 32
**************0012 高天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1 市场营销 127
**************0065 饶姝敏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市场营销 67
**************7541 胡心月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数字电子技术 49
**************1287 邵诗涵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工程项目管理 46
**************751X 张哲玮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5 数字逻辑 103
**************7518 雷汝成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2 数字逻辑 22
**************7124 周葶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46 市场营销 55
**************0036 洪森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工程项目管理 32
**************6316 张思伟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数字逻辑 0
**************0016 金秋爽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工程项目管理 88
**************6921 陈曦冉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0 市场营销 70
**************0016 蔡子健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市场营销 64
**************3721 李妍婷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1 金融学 45
**************3025 彭珊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8 电子商务概论 93
**************3721 程婉婷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90 金融学 94
**************3711 冯杰康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8 工程项目管理 147
**************0436 魏润鑫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市场营销 76
**************1113 简正明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9 工程项目管理 46



**************8716 任高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3 工程项目管理 81
**************0019 谈正午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电子商务概论 110
**************2813 陈明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工程项目管理 104
**************8324 王依萍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财务管理 61.5
**************6623 吴什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综合英语 107
**************5128 张宜媛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0 市场营销 54
**************6617 吴纯旺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数字逻辑 100
**************002x 张佳欣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财务管理 0
**************2862 陈倩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8 财务管理 133
**************1217 吴宇翔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7 数字逻辑 100
**************3728 金紫洁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综合英语 81
**************5412 杨鑫宇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财务管理 32.5
**************0015 罗峰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3 电子商务概论 55
**************005X 刘开源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财务管理 66.5
**************0032 李世轩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61 市场营销 63
**************3735 陈舜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9 财务管理 138
**************0047 汪斯懿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工程项目管理 22
**************0863 张晶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财务管理 58.5
**************4215 向德威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6 金融学 49
**************2737 胡天财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财务管理 76.5
**************2747 郭雨菲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5 综合英语 117
**************0023 黄宝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电子商务概论 110
**************1029 叶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9 市场营销 89
**************4019 胡乐昂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国际贸易理论与 91
**************4019 雷德寅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市场营销 57
**************0512 刘欢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财务管理 102
**************5015 张远祥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3 电子商务概论 140
**************401x 胡杰宇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2 工程项目管理 108
**************4119 王宗毅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综合英语 50
**************1040 陈茜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市场营销 74
**************3723 李雯雨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工程项目管理 55
**************2531 吴玮昊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电子商务概论 68
**************0516 许逸虎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71 数字电子技术 34.5
**************2934 黄铭炜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市场营销 97
**************8452 张文宗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0 工程项目管理 40
**************2017 蔡琦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7 财务管理 115.5
**************4015 戴林翔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97 国际贸易理论与 99
**************8449 陈新瑶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工程项目管理 30
**************4031 金童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电子商务概论 109
**************8413 黄雨轩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3 市场营销 99
**************3224 王茹雪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综合英语 72
**************4017 石天舒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室内设计手绘表 90
**************3632 袁世皓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室内设计手绘表 70
**************441x 周济清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工程项目管理 113
**************3228 田梦婷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财务管理 111
**************0423 金玥如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工程项目管理 45
**************4224 罗添元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市场营销 51
**************3023 刘佳婧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3 财务管理 93



**************0420 王梦秋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3 财务管理 31
**************0017 谢成功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55 工程项目管理 29
**************3324 黄永洁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9 电子商务概论 143
**************0022 罗阳福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5 室内设计手绘表 100
**************1631 凃琦琛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2 财务管理 136
**************4019 周鑫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室内设计手绘表 90
**************2419 魏昊昕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9 工程项目管理 90
**************0420 陈诗佳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9 数字逻辑 132
**************3219 朱展博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7 财务管理 91.5
**************1227 吕佳宜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5 金融学 25
**************5323 陈文英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4 财务管理 50
**************4413 吴明疆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8 工程项目管理 44
**************2428 戴安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3 财务管理 34
**************493X 吴显峰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电子商务概论 120
**************2818 祝自力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86 金融学 98
**************2021 冯媛婕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市场营销 89
**************1729 许芸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综合英语 90
**************3728 尹彤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1 财务管理 102
**************1028 刘奕欣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6 电子商务概论 72
**************2037 龚威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98 电子商务概论 86
**************1712 张钧涵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1 工程项目管理 72
**************1237 滕相云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1 金融学 30
**************7513 马天汇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电子商务概论 87
**************4994 戚继豪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4 电子商务概论 133
**************2827 孙文秀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3 数字逻辑 88
**************4018 陈阔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7 市场营销 67
**************0416 陈港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0 工程项目管理 9
**************7524 戚茹宾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电子商务概论 122
**************6524 刘之依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7 金融学 55
**************2427 吴思琦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2 财务管理 116
**************0039 高艺鸣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4 金融学 54
**************3960 王瑜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2 财务管理 60
**************8214 夏晴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工程项目管理 49
**************0013 余潮泊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54 市场营销 63
**************8161 吴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5 财务管理 72
**************5528 刘冰玉 英语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9 综合英语 119
**************9830 吴清伦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9 金融学 60
**************9500 澹台令楠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6 数字电子技术 120
**************3626 罗璐丹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7 财务管理 62
**************5424 沈红丽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67 财务管理 32
**************1566 周叶红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63 电子商务概论 79
**************2611 崔润林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工程项目管理 76
**************6412 刘佩洋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1 工程项目管理 41
**************0027 王梓儒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市场营销 68
**************7538 谢昌平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0 市场营销 131
**************562X 吴洁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6 市场营销 124
**************2011 周由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4 市场营销 104
**************0026 杜逸凡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12 财务管理 89



**************0034 金正浩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4 金融学 87
**************8420 梁白玉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49 金融学 48
**************1215 简瑜涵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89 电子商务概论 86
**************0816 张成浩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97 市场营销 86
**************0038 滕云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5 工程项目管理 40
**************2029 张洛然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74 市场营销 95
**************0312 夏怡芃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2 市场营销 93
**************1215 王宗宁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5 市场营销 96
**************5023 杨克凡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7 财务管理 122
**************1625 桑成倩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8 财务管理 58
**************0634 黄泓杰 视觉传达设 计算机文化基础 69 标志设计 140
**************0028 毛旻钰 国际经济与 计算机文化基础 130 国际贸易理论与 95
**************3614 朱佳立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126 市场营销 78
**************3917 卢陈琳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53 电子商务概论 69
**************6811 刘嘉豪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70 财务管理 56.5
**************091X 王晨希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100 财务管理 90.5
**************482X 徐宁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6 财务管理 63
**************0433 项文鹤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92 工程项目管理 41
**************0211 宛岳东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工程项目管理 0
**************1215 李宇焘 财务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47 财务管理 26
**************121X 牛永健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工程项目管理 0
**************1516 寅家豪 市场营销 计算机文化基础 87 市场营销 80
**************0019 邸鹏飞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60 金融学 36
**************1210 张超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77 金融学 71
**************0922 史晨旭 工程管理 计算机文化基础 88 工程项目管理 65
**************0017 吴悠 电气工程及 计算机文化基础 68 数字电子技术 25
**************1810 王文鑫 金融学 计算机文化基础 58 金融学 46
**************1235 许庆武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79 电子商务概论 86
**************0010 刘威 电子商务 计算机文化基础 0 电子商务概论 0
******6113（0） 向丹妮 环境设计 计算机文化基础 43 室内设计手绘表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