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号 姓名 院校名称 专业名称
222690831 杨许玲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2651449 刘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2610533 陈龙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012350782 毕猛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62790302 廖明霜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92250116 杨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230190388 杨灵娜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222390212 田琼会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290152172 董熙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233110047 刘正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320290031 和新梅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
212790100 周代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010350944 代冲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322250516 李江涛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92352089 自正强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012890043 赵永蕊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方向）
220190739 刘丽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方向）
312110615 余平会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方向）
242450372 张缘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方向）
210190304 张祥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方向）
262110811 李季龙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站建设方向）
212790077 罗怀语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50150909 田妮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33110312 刘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33190131 周晓艳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42690151 张金莲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1290521 李建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12890159 吴渺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72590152 李小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50150874 姚欣怡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2790326 刘子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012810311 李思琪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保健与管理
222390187 滕思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保健与管理
222690686 李鸣凤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保健与管理
212310261 颜家花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保健与管理
290110461 杨国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93250847 王万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232950228 李云龙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010310450 陈晴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韩语方向)
230190208 李万顺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英语方向)
230190447 杨俊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英语方向)
293190121 杨玲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英语方向)
340010881 杨欣涛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
010390134 石屹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
010211650 张建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
011290525 杨夏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
272510226 罗金剑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社会组织服务与管理方向）
252350127 古金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社会组织服务与管理方向）
322310223 贺健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社会组织服务与管理方向）
242690156 张杰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社会组织服务与管理方向）
222590093 王志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社会组织服务与管理方向）
212790169 王琴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民政管理（社会组织服务与管理方向）
012350189 吴剑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02450547 杨林玺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30190372 张宸珊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32810234 杨朝美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00112612 杨娟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12990266 方尚宝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32890109 左海莹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012710097 王思婧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12790376 刘建华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移动互联网开发方向）
312110340 隆子豪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移动互联网开发方向）
011150184 陈家琪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移动互联网开发方向）
010390480 任文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移动互联网开发方向）
262850898 许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日语
302590011 聂雨婷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日语
232990194 张金磊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工作
242850264 白娅婷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230190256 杨文贵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230190123 沙建轩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011190004 肖正昆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010350932 桂涛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011210027 杨悦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212790080 王子豪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322210233 张红妹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20190055 陈志华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2190146 周懿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010211646 徐艳琼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30190420 董政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252410949 段小清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010253809 杨海萍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50150688 张雯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52251618 谭寅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0210605 袁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2310284 马敏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2190725 缪瑞娴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010211698 张海玫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30153500 许万芳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42790058 普泽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92790008 宁泽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陵园设计与管理方向）
250250334 罗馨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陵园设计与管理方向）
212351551 雷博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陵园设计与管理方向）
012190128 游淇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陵园设计与管理方向）
250250622 杨云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陵园设计与管理方向）
250250715 李洪宇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咨询
222390162 高燚鑫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咨询
222690689 杨宇龙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咨询
010350931 熊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咨询
012790309 黄春燕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咨询
322390009 喻彬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012150088 李艾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010390477 李佳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290152225 李丹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