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初次排序预录取 

二级学院
初次排序预录取专业(正式录取专 

业以最终录取公示为准)
224301****0139 陈宇杰 430111********2819 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24301****0245 童亚轩 430722********0274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4301****3524 陶志立 411024********5570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1****4983 颜瑜祥 421023********411X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4301****0210 陈俊杰 431322********0031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1****7264 邹景灿 430121********0414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4301****3553 胡韬 430626********0176 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24301****3563 黄超 430626********3018 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24301****2679 颜子寒 431128********7639 人工智能学院 嵌入式技术应用(服务机器人方向)
224301****4361 方金怡 430111********5022 人工智能学院 嵌入式技术应用(服务机器人方向)
224301****0052 谢忠谋 430181********0013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4301****2213 刘安林 430524********8695 软件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224301****5728 覃俊杰 430821********7719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4301****6753 朱柯宇 431021********5513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4303****4845 陶飞扬 430521********7530 软件学院 软件技术(游戏软件开发方向)
224303****0044 肖港 430381********0132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224304****8470 杨文祥 430421********0079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4304****8152 胡磊 430421********0416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24304****7936 李佳 430421********0185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4304****4716 刘星宇 430423********0051 药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224304****3166 李睿哲 430423********0037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4****6085 袁宝莹 430482********0083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24304****4007 袁磊 430426********0391 商学院 移动商务
224304****8074 张湘灵 430426********2571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4****3357 高荣 430426********9671 软件学院 软件技术(游戏软件开发方向)
224304****9393 李昀桓 430426********0052 艺术设计学院 陶瓷设计与工艺
224304****3044 欧阳美凤 430481********4483 艺术设计学院 陶瓷设计与工艺
224304****3453 雷杰 430481********0154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5****2042 吕思馨 430502********1522 艺术设计学院 陶瓷设计与工艺
224305****5222 龙浩 430527********181X 药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224305****8874 伍懿 430522********2414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5****8894 申权 430503********3034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5****4935 刘鑫钰 430522********9080 软件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224305****3263 蒋棋 430523********4330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4305****0521 何烨 430523********0746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4305****4729 曾令清 430581********3511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24305****8376 李玉兰 430527********3921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4305****0144 李双 430524********8757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4305****3349 李明 431024********3312 人工智能学院 嵌入式技术应用(服务机器人方向)
224305****2266 徐红善 430528********4054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06****2789 易铭远 430621********9214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24306****6279 向往 430682********109X 软件学院 软件技术(游戏软件开发方向)
224307****2223 刘禹樯 430724********0097 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24308****3187 龚楚斌 430802********0017 软件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224323****6213 孙涵 430921********6638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224323****4024 刘盛 430922********0033 软件学院 云计算技术应用
224323****0100 李浩 430981********1413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24325****3151 谢卓伟 431381********7616 药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224325****1812 阙思远 431382********0650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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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25****2374 邹旦 431382********035X 药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224325****2141 伍涛 431322********0739 药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224328****3622 刘鑫 431023********6537 药学院 药学
224328****0118 刘泰和 431081********0839 人工智能学院 嵌入式技术应用(服务机器人方向)
224328****2165 廖家乐 431081********0517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224328****6821 高俭豪 431021********5536 软件学院 区块链技术应用
224328****3068 李吉 431023********481X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24328****4708 曾齐 431022********723X 软件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224328****3490 欧政华 431022********727X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4328****1848 廖伟军 431024********4535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4328****3259 李字银 431024********3618 软件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224328****2481 吴晋 431025********1214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224328****4157 张德 431026********003X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4328****3702 朱子琨 431026********2016 软件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224328****1422 凡文杰 431028********1616 药学院 药学
224328****3586 张莹 431028********2426 药学院 药学
224329****5813 赵昇 431122********5176 药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224329****3418 潘鑫 431103********021X 药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224329****7442 何军 431124********2116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224329****5197 郑嘉俊 431126********0070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24329****2057 义永彬 431125********5333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4329****2447 宋夏峰 431125********2010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4329****4956 莫浦翠 431129********4241 药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224329****1252 段安琪 431128********006X 药学院 药学
224329****3049 黄圣依 431128********0122 艺术设计学院 陶瓷设计与工艺
224329****2643 蒋北平 431121********001X 智能装备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224330****4281 黄雅婷 431224********8127 药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224331****1579 薛鑫晶 530630********0518 人工智能学院 嵌入式技术应用(服务机器人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