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省份 所在院校 姓名 I博导UID 考试成绩

1 福建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梓良 1688490 合格

2 福建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家飞 1688500 合格

3 甘肃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任源 1686949 合格

4 甘肃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王莉 1686597 合格

5 广东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周建永 1064996 合格

6 广东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何雪 1306931 优秀

7 广西 广西钦州商贸学校 黄敬梅 1148751 合格

8 广西 广西钦州商贸学校 梁家慧 1148758 合格

9 广西 广西钦州商贸学校 莫远路 1175732 合格

10 广西 广西钦州商贸学校 钟璇 1688226 合格

11 广西 广西物资学校 梁梅珍 1252135 优秀

12 广西 广西物资学校 莫永宁 1255978 优秀

13 广西 广西物资学校 宁菁 890467 优秀

14 广西 广西昭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黄锐 666530 优秀

15 广西 广西昭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刘柳杏 1395250 合格

16 广西 广西昭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莫珊珊 590254 优秀

17 广西 广西昭平县职业教育中心 莫雯雯 606648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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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贵州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金丽 1624209 优秀

19 贵州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肖洁 1409430 合格

20 河北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陈小敏 1126558 优秀

21 河北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李梦宇 1022561 优秀

22 河北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刘剑 765164 优秀

23 河北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么岚 1687556 优秀

24 河北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乔冠男 289036 优秀

25 河北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王佳 1058985 优秀

26 湖南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杨洁 816882 优秀

27 湖南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禹银艳 818774 优秀

28 宁夏 宁夏工业学校 付元枫 1058145 优秀

29 宁夏 宁夏工业学校 石玲 1356843 优秀

30 山东 临沂市工程学校 贾彦丽 1394675 优秀

31 山东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王希宁 1470871 优秀

32 山东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梁振朋 1193836 优秀

33 山东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立金 817336 优秀

34 山东 枣庄职业学院 白雪 1681252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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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山东 枣庄职业学院 李若楠 1164719 优秀

36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安敏 1689777 优秀

37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柴雯 1689822 优秀

38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柴永豪 1687843 优秀

39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崔正华 1690657 合格

40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代新军 1689748 优秀

41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丁美丽 1689780 优秀

42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董宝成 1689767 优秀

43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董杰 1689750 优秀

44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董明 1688637 优秀

45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郭海云 1689724 优秀

46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郝萍 1689761 优秀

47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华杰 1689728 优秀

48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姜宁泰 1689747 优秀

49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姜旭升 1691173 优秀

50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刘德强 1691163 优秀

51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刘姣 1689813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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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刘晓燕 1689733 优秀

53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吕方军 1689743 优秀

54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吕志林 1689989 优秀

55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孟香香 1689746 优秀

56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史学远 1691347 优秀

57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孙庆华 1689991 合格

58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孙思政 1689759 优秀

59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王慧香 1689754 优秀

60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王乾 1555373 优秀

61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王溪 1688886 优秀

62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王永霞 1689757 优秀

63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肖守利 1689844 优秀

64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辛玉颉 1689760 优秀

65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于克勇 1691162 优秀

66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于囡囡 1689758 优秀

67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张桂香 1688487 合格

68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张祖宏 168973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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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郑明伟 1688474 优秀

70 山东 潍坊职业学院 庄明良 1689725 优秀

71 四川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侯康 1681370 优秀

72 四川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蒋江照 1681157 优秀

73 四川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吴林璠 1687380 优秀

74 浙江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胡思茵 1321197 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