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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0123993588 艾德军 物流管理

19340222990100 艾瑞 市场营销

19340181990987 艾项杨 工程造价

19341202991085 白宇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141 柏梦如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222 鲍晨曦 工程造价

19340222990490 鲍强 市场营销

19340422991898 鲍士辉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81991028 鲍杨波 工程造价

19341503991046 贲瑞瑞 市场营销

19340521990491 毕昊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5758 毕金鹏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505 毕磊 市场营销

19341125992126 卜磊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886 蔡先艳 物流管理

19340101996783 蔡扬扬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248 蔡应忠 物流管理

19340222990110 操培培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501990949 曹俊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034 曹林森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791 曹明建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3327 曹雪雪 市场营销

19340722990643 曹宗东 工程造价

19340822990255 查钰斌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643 常红玉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321990314 常又川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1125990643 陈超 工程造价

19340123993341 陈传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81990338 陈从兵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631 陈甲甲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302991910 陈健勇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1412 陈杰 酒店管理

19340123993163 陈晶翔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4704 陈静 市场营销

19340102994508 陈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1992343 陈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294 陈莉 市场营销

19340123993895 陈丽娟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997 陈亮亮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006 陈明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825990536 陈明 物流管理

19340123994511 陈齐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777 陈强 工程造价

19340824990681 陈琴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4947 陈天春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553 陈效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808 陈兴飞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455 陈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309 陈业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309 陈义林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501991630 陈园 物流管理

19341524990322 陈原梁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1819 陈云 市场营销



19341181990691 陈云 工程造价

19340123995692 程海燕 市场营销

19340123991355 程红燕 电子商务

19340123990620 程虎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273 程绍兵 酒店管理

19340123995076 程绍云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996 程永生 电子商务

19340102996315 程育兵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3887 储秀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302991922 褚鹏 物流管理

19340101990973 崔二帅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1992253 崔仕贤 学前教育

19340121990785 崔尹峰 工程造价

19340121990089 代后玉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1990451 代维峰 工程造价

19340102996247 代永保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066 戴宝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2993705 戴宋玉 市场营销

19341125990872 戴晓丹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580 单大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7640 单美琴 电子商务

19340121991193 邓山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223990055 邓水红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602 邸允芬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0422990095 丁传松 物流管理

19340123992073 丁海滨 工程造价

19341125990875 丁磊 市场营销

19340621990295 丁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0801 丁维红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717 丁伟 市场营销

19340123995224 丁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295 丁响 市场营销

19340824990308 丁雪球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956 丁增田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462 董二龙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125990549 董辉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3748 董俊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125990886 董雷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153 董森林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1991699 董小刚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256 董晓敏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961 董占凯 电子商务

19340101997366 杜春梅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367 杜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539 杜松 电子商务

19340824990402 杜松苗 物流管理

19340404990165 杜晓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801991014 段文超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879 段徐乐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301992326 段中喜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5478 樊健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1015 范国斌 电子商务

19340102996219 范宜生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928 范振兴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6053 方波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038 方刚 市场营销

19341523992133 方军宝 电子商务

19340422990738 方良启 市场营销

19340123993888 方明智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201990806 方太华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260 方韦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1403 方伟杰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222990229 方圆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4371 房远鹏 工程造价

19340122992016 费维龙 酒店管理

19341125991029 费小雪 学前教育

19340501991915 费孝马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2361 冯刚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3604 冯号号 市场营销

19340102993263 冯浩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061 冯胜乐 电子商务

19340121992408 冯晓雨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5379 付虎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522990202 付加雪 学前教育

19340123994541 干方椒 市场营销

19340123993818 干猛 工程造价

19340881990203 高光辉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589 高洁 学前教育

19340123992426 高进 电子商务

19340225990028 高明亮 酒店管理

19340122992184 高鹏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2990651 高尚飞 工程造价

19340222990313 高文文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1997286 高武 工程造价

19340101995272 高翔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1994081 葛才茂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637 葛罗 市场营销

19340181990279 葛倚石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414 葛云峰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350 耿春东 电子商务

19341125992330 宫玉丰 市场营销

19340124990401 龚俊 市场营销

19340122992014 龚园园 酒店管理

19340102996319 管迎超 工程造价

19340222990809 桂军 物流管理

19340101994532 郭端海 工程造价

19340123993900 郭技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018 郭琅 市场营销

19340123995667 郭立春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322990274 郭树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302991916 郭滔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288 郭新平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6082 郭寅昌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0339 郭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648 韩启东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181990349 韩雪祥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883 郝刚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416 郝满满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302991860 郝亚飞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630 何传凯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545 何华德 酒店管理

19340123994537 何琳 物流管理

19340123992321 贺沛玉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4990408 洪东阁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02993119 洪飞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4216 洪叶琴 市场营销

19340422992471 侯磊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5251 胡兵 市场营销

19340102993828 胡超 酒店管理

19340123992425 胡超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712 胡承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25992388 胡大维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610 胡飞 工程造价

19340881990050 胡根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0334 胡观友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2996239 胡国强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523992891 胡杭生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81991046 胡后纲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257 胡健华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824990343 胡静怡 学前教育

19340123992218 胡俊 市场营销

19340221991013 胡俊辉 市场营销

19340101991017 胡俊杰 酒店管理

19340722990245 胡孔果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3552 胡磊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2990957 胡明玲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1384 胡涛 市场营销

19340123990565 胡天武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81991432 胡伟 市场营销

19340501992618 胡文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4991312 胡希希 市场营销

19341125992342 胡祥俊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068 胡小龙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705 胡雅琦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837 胡忠义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2325 黄超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244 黄陈龙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82990765 黄海港 工程造价

19341182990480 黄海涛 工程造价

19341522992144 黄浩 市场营销

19341182990026 黄家瑞 学前教育

19340422991913 黄礼岗 市场营销

19340123991010 黄伟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02996114 黄文浩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339 黄晓东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81990391 黄徐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1438 黄洋 酒店管理

19340124990420 黄义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1527 黄义宏 工程造价

19340102990802 黄宇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880 黄雨晨 市场营销

19340101996938 黄振西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503992139 黄卓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812 黄子瑞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501992298 霍金元 酒店管理

19341503991552 霍鑫传 电子商务

19340102993038 计海峰 工程造价

19341181990344 纪正涛 电子商务

19340122991611 荚无铭 电子商务

19340422990783 贾峰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2428 贾美玲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0102995309 贾锐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523990897 贾源源 工程造价

19341801990128 江海涛 市场营销

19340102995770 江金海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497 江龙海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503991045 江炜 电子商务

19341523991778 江贤定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1997202 江旭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501991629 姜既陈 物流管理

19341522991995 姜凯 市场营销

19340222990023 姜庆敏 电子商务

19341181990341 姜生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546 姜胜荣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843 姜桃青 酒店管理

19340123994884 姜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358 姜武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198 姜莹 市场营销

19341522992053 姜之怀 市场营销

19340123993999 蒋飞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301990642 蒋朋雨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1992174 蒋善银 电子商务

19340102992215 蒋燕冰 工程造价

19341125990897 蒋忠堂 酒店管理

19340123995070 焦其瑞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2990300 焦晓伟 物流管理

19340123993894 焦震 市场营销

19340123990710 解明星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004 解寿好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0557 解旭东 物流管理

19340123992244 解正敏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1997201 金广传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756 金鹏昊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125990519 金如义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522992423 金胜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1990498 金维成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2991654 金翔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779 靳奇奇 电子商务

19340123991570 康祥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825990136 柯健雄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350 孔英英 市场营销

19340123995247 黎静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222990179 李陈 物流管理

19340123994866 李程呈 电子商务

19340102995758 李德高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086 李东阳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490 李多亮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5710 李方方 物流管理

19341181990049 李富祥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181990415 李刚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1990981 李广梅 学前教育

19340123994911 李海洋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4990516 李浩 市场营销

19340422990781 李浩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1522991599 李鹤标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522 李宏伟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1039 李宏雨 电子商务

19341324990219 李洪宇 市场营销

19341302991919 李华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863 李建新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0123992327 李金林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173 李俊 市场营销

19341523991015 李力松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4981 李利民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0123995494 李林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001 李明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029 李明刚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2666 李明浩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028 李明清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1663 李娜 市场营销

19340422992316 李启粉 学前教育

19341502991316 李青 市场营销

19340123990383 李榕 学前教育

19340123994065 李姗姗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2990324 李舒玉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484 李伟 工程造价

19341125990638 李伟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3804 李伟楠 工程造价

19340122992051 李纬龙 工程造价

19340122992050 李纬涛 工程造价

19340121990960 李文磊 酒店管理

19340123992855 李雯 市场营销

19341522991603 李小东 物流管理

19340181990596 李小蓬 物流管理

19340181990309 李晓东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302991909 李晓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1401 李晓云 酒店管理

19340881990722 李鑫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548 李兴隆 市场营销

19341522991672 李学影 学前教育

19340181990606 李亚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1781 李亚连 物流管理

19341503990642 李阳阳 市场营销

19341302991911 李毅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1163 李燚 工程造价

19341125990531 李莹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3558 李永琪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302996699 李玉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4990409 李泽源 市场营销

19341181990659 李正荣 酒店管理



19340123990890 李中生 物流管理

19340122990390 梁奎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687 梁梦兰 学前教育

19340102991313 梁修刚 市场营销

19340102990600 梁云 工程造价

19340123996043 梁忠龙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0297 梁子天 市场营销

19340102991122 廖海波 市场营销

19340123990381 廖圣军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2996180 林巧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5614 林彦良 电子商务

19341182991097 林志远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1121 凌磊 酒店管理

19340123992268 刘安武 酒店管理

19340101997639 刘白鸽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021 刘斌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1181990761 刘斌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3706 刘兵兵 电子商务

19340122991228 刘畅 市场营销

19340102993908 刘闯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137 刘春霞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345 刘东 市场营销

19340101991332 刘冬 市场营销

19340102995095 刘欢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558 刘军 工程造价

19340322990377 刘俊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502992421 刘亮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264 刘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1427 刘明洲 工程造价

19340102991757 刘仁杰 工程造价

19340102990385 刘烁东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1991506 刘天保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878 刘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403990564 刘文震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397 刘贤 市场营销

19341181990824 刘学祥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6238 刘雪芳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828990085 刘亚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1540 刘炎强 电子商务

19340102994054 刘一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5959 刘莹莹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739 刘园凤 市场营销

19340223990056 刘月兰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1687 刘越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601 刘忠美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917 柳超 市场营销

19341301991142 柳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5250 柳威威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170 龙冬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0976 娄亮 酒店管理

19340123992348 卢超凡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225990175 卢梦军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2489 卢青松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1181990643 卢仁豪 工程造价



19340123993727 卢玉龙 工程造价

19340222990555 鲁金明 工程造价

19341125990874 鲁申奥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507 鲁田超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554 陆菲敏 市场营销

19340102992354 陆垚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642 陆运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567 鹿晨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1282 鹿礼 工程造价

19340601995857 吕皖吉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4758 罗大欢 学前教育

19340123994571 马慧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403992160 马家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0566 马骏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25991169 马亮 工程造价

19341125990978 马宁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283 马伟军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885 马小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5502 马永胜 酒店管理

19341522991602 马跃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1990001 毛军辉 工程造价

19340102994886 孟超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819 孟春妹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1990596 孟贺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1302991912 孟夏 物流管理

19340123994638 苗润飞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1993376 明月 工程造价

19340102992953 莫劲松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890 穆彦祥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0283 倪锦祥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656 倪良合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266 倪强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881990092 倪勇 市场营销

19341522991577 聂华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1213 聂元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881990305 潘代热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3756 潘登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020 潘怀宇 市场营销

19340222990253 潘际维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3553 潘徐军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801990286 潘有胜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202990879 庞凯迪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302991848 彭飞 电子商务

19340421990199 彭建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1991676 彭金兰 市场营销

19340123995917 彭坤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996 彭茹 学前教育

19340102991172 彭胜龙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1174 彭天平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779 彭作鑫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302991854 祁春生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2993689 齐明辉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4991575 钱良良 物流管理

19340102996137 钱鑫 电子商务



19341181990151 钱永财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139 钱昭建 工程造价

19340222990055 强克检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81990281 秦彪 工程造价

19340181990984 秦长平 工程造价

19340102991012 秦进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1990415 秦艳龙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1182990762 屈超 物流管理

19341125991555 屈克成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01993878 屈明位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891 权通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7225 荣梦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587 阮德清 物流管理

19340121992224 阮飞 电子商务

19340121992397 阮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4694 阮亮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1990088 阮亮 工程造价

19340101996486 阮明明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3972 沙俊生 市场营销

19340222990199 尚杭磊 酒店管理

19340181990784 邵欢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302991333 邵墨涵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323990393 沈冲 工程造价

19340102990546 沈家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4676 沈军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746 沈奇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588 沈善春 市场营销

19341125992322 沈向洋 电子商务

19341002990122 沈晓霞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0122991271 沈玉停 工程造价

19340102993273 圣超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095 盛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998 施惠明 工程造价

19340826990341 石琴 市场营销

19341125990158 石宇 工程造价

19341204990190 时春雪 电子商务

19340102990105 史驭 酒店管理

19340102992608 舒杰 工程造价

19340181991627 司凤 市场营销

19340101993522 宋傲运 工程造价

19341125990532 宋邦国 物流管理

19340722990216 宋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81990241 苏长严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638 苏海锋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3902 苏剑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222 苏少锋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181991100 苏忠礼 电子商务

19341522991378 隋冬冰 市场营销

19340222990466 孙百松 酒店管理

19340124990533 孙斌 酒店管理

19340123992306 孙陈陈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0384 孙方正 工程造价

19341182990991 孙芳远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183 孙飞 市场营销



19340123991030 孙飞祥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1572 孙海洋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225990870 孙虎 工程造价

19340101997309 孙兰兰 市场营销

19341125991665 孙立超 工程造价

19340101993320 孙明华 市场营销

19340101991560 孙权 电子商务

19340222990462 孙天杨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618 孙文飞 市场营销

19340102992023 孙文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422991243 孙新朋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2247 孙永安 物流管理

19340123996007 孙玉芹 电子商务

19341204990433 锁成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2992048 谈云飞 工程造价

19340824990400 汤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556 汤齐浩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256 汤仁杰 市场营销

19340181991418 汤少祥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422990523 唐丽虎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899 唐林 物流管理

19340123993560 唐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0978 唐松涛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182 唐晓晖 市场营销

19341181991117 陶启旭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419 陶善红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1181990742 陶文山 电子商务

19340122990209 田勤文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586 童军威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233 完梦迪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818 完智峰 电子商务

19340123993586 万东东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523991767 万和涛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522992403 万义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341 汪昌武 电子商务

19340101997953 汪翠平 学前教育

19341302991849 汪海洋 电子商务

19341003990049 汪吉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0123992272 汪家周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260 汪健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792 汪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881990717 汪进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523993408 汪松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81991508 汪文浩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128 汪亚东 市场营销

19340222990418 汪洋军 酒店管理

19340123992665 汪玉林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2992147 汪振鹏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001 汪自立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256 王斌斌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522992288 王波 市场营销

19340102992355 王超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112 王成磊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498 王程 市场营销



19340123993971 王丹 市场营销

19340824990407 王帆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126 王光阳 物流管理

19341125991299 王海东 工程造价

19341623990739 王和平 市场营销

19340101994078 王宏瑜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042 王杰 市场营销

19340824990398 王金胜 市场营销

19340521990267 王静 学前教育

19340123992396 王久才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999 王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503990544 王立斌 市场营销

19341181990637 王立群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4881 王丽霞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0807 王林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6179 王玲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6900 王龙飞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986 王璐霞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234 王曼曼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757 王梅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0070 王明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824990404 王鹏飞 市场营销

19340101993036 王倩倩 酒店管理

19340123993309 王强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362 王芮松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825990502 王森 电子商务

19340102993159 王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25990645 王涛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697 王挺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1836 王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81991656 王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422990027 王伟 电子商务

19340422990152 王伟 市场营销

19340824990405 王伟 电子商务

19340181990286 王文祥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500 王文新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1181990339 王晓兵 电子商务

19340101997231 王晓晴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2992180 王新宇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1855 王旋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631 王亚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045 王洋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501991498 王迎皓 电子商务

19341181990506 王有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504 王余贵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182990481 王云飞 工程造价

19340102995387 王运哲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518 王震宇 工程造价

19340101994486 王芝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26990508 王志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25990533 王志行 酒店管理

19340121990593 王志远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893 王志远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25991216 王志柱 市场营销



19340201990601 王智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302991843 王忠明 酒店管理

19341125991234 王舟 市场营销

19341523991858 韦波 市场营销

19340122990785 韦海刚 酒店管理

19341125990999 韦小磊 物流管理

19340123992854 卫功俊 市场营销

19340101991811 卫林 市场营销

19341302991859 卫明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499 卫青龙 电子商务

19340102993515 卫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81991463 魏汉 市场营销

19340181991462 魏志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2992168 文伟 市场营销

19340422990153 吴波 市场营销

19341182990774 吴承磊 工程造价

19340123990380 吴栋梁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81990650 吴豆康 酒店管理

19340101990428 吴沣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801 吴国钊 工程造价

19340123993857 吴海强 工程造价

19340301992358 吴寒 市场营销

19340101996485 吴昊 市场营销

19341525990552 吴浩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603 吴绘玲 工程造价

19340101997780 吴甲文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4439 吴建 市场营销

19340422990831 吴健 物流管理

19340123992294 吴杰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501991956 吴俊杰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523991768 吴骏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522991604 吴乐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131 吴丽丽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1712 吴鹏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207 吴琼 学前教育

19340123992494 吴锐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4736 吴守兰 电子商务

19340101993985 吴雯 学前教育

19340102993447 吴晓峰 工程造价

19340102993808 吴兴国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560 吴雨欣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2991485 吴云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016 伍康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1182990825 武国庆 电子商务

19340102996248 武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583 武鹏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25990307 夏海路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2390 夏恒阳 工程造价

19340101993555 夏杰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280 夏敬东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166 夏兰兰 学前教育

19340102993034 夏磊 工程造价

19340123992447 夏林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367 夏荣 学前教育



19340123994827 夏燕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366 夏云 电子商务

19340322990270 夏至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81991510 向海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1997241 肖庆斌 工程造价

19340301990361 肖世杰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501991920 肖勇 物流管理

19340102995884 谢发其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222990230 谢飞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02994674 谢红桂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1029 谢家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2493 谢磊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2664 谢丽君 市场营销

19340102993688 谢良付 市场营销

19340122992179 谢小凤 市场营销

19340181990282 辛孟超 电子商务

19341182990363 熊明珠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523990296 徐斌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1997449 徐道清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619 徐刚 酒店管理

19340101997247 徐根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520 徐海滨 市场营销

19340824990416 徐胡苗 电子商务

19340102992744 徐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036 徐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3813 徐俊杰 电子商务

19340102990995 徐磊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039 徐鑫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81990902 徐兴 市场营销

19340824990423 徐英智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472 徐志康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4690 徐子漫 工程造价

19340102994283 许红艳 市场营销

19340123990569 许华伟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4441 许嘉国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81990340 许杰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521 许金 市场营销

19340123991582 许磊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125991235 许茂 市场营销

19340101992842 许明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604 许善昌 电子商务

19340102992937 许鑫 工程造价

19341125991374 许迎东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322 许玉柱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601999517 薛伟伟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2992183 薛先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824990401 严何生 市场营销

19341125991585 杨波 市场营销

19340801990739 杨超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4908 杨春生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037 杨丹峰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289 杨道权 酒店管理

19340102993838 杨国庆 市场营销

19340101997239 杨海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522992089 杨杰良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812 杨凯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1564 杨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182991004 杨康 工程造价

19341523991979 杨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1996776 杨明 物流管理

19341225990442 杨秋实 电子商务

19340422991202 杨胜光 电子商务

19340222990524 杨世鋆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125991584 杨心愿 市场营销

19340621990232 杨新强 市场营销

19340181991353 杨杏冬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2346 杨玉生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1801990129 杨志博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340 杨壮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40421990162 姚辉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4990417 姚淋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418 姚名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326 姚权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422991198 姚伟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1996795 姚玉芸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349 姚云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2990253 叶方刚 工程造价

19340123990319 叶海军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3811 叶良玉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467 殷兵 物流管理

19340801991013 殷蕾 市场营销

19340101996809 尹阳天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181990138 雍金龙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02994434 于翔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1858 余兵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522 余多金 电子商务

19340201992447 余林 电子商务

19340102991503 余淼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302991924 余委 工程造价

19340422990527 余先龙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757 余心悦 学前教育

19340824990535 余兆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380 余正一 市场营销

19340102993719 余中锋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1401 於晨晨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222990148 俞洁 市场营销

19340501992985 俞璐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7220 俞书婷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2990037 俞新亮 市场营销

19340222990116 俞新胜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627 俞洋 电子商务

19340101997484 宇文正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523990998 袁宝山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2298 袁慧 电子商务

19340102995382 袁珂欣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2990956 袁绍春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2263 岳盛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01997272 曾辉 电子商务



19341523990969 曾奇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1994156 翟立宇 市场营销

19340102990435 翟永幸 市场营销

19341301992502 詹伟哲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5541 占娟娟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2992214 张彬彬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302997290 张斌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2992015 张彻 市场营销

19340124990572 张陈 物流管理

19340124990578 张登国 市场营销

19340123991392 张东东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25990443 张发华 物流管理

19341522991683 张国芬 学前教育

19340124990040 张国泰 市场营销

19341522990547 张海洋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1991673 张浩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0143 张浩 市场营销

19340102991402 张虎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301993359 张会 酒店管理

19340123992096 张家升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535 张建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2990333 张健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822 张健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501994313 张健 酒店管理

19341125990637 张静静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5088 张军 工程造价

19341125991717 张军 物流管理

19340181990465 张俊威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422991076 张坤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2996259 张昆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0411 张梅娟 物流管理

19340422992795 张鹏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222990048 张平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881990217 张齐 工程造价

19340101992659 张强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392 张强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405 张强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023 张青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523991961 张润运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02990813 张少纪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301993363 张胜 酒店管理

19341181990635 张世荣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181990343 张树峰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894 张水平 物流管理

19341302991855 张韬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6044 张天阳 市场营销

19340123990412 张巍巍 工程造价

19340102995255 张伟 工程造价

19340101990963 张伟魁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708 张文君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1934 张祥祥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323991429 张新生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021990180 张赢成 市场营销

19341503991078 张永康 酒店管理



19340123991623 张勇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4664 张勇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040 张育成 市场营销

19341125991783 张云龙 市场营销

19341522992451 张正新 市场营销

19341523991859 张之念 市场营销

19341523991962 张子健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322990389 章全阵 市场营销

19340522990152 章效娟 学前教育

19340123990564 赵东东 建筑工程技术

19341125991419 赵虎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882 赵健 物流管理

19340101991528 赵俊波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621990231 赵琼 市场营销

19340123995000 赵山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1301990819 赵石磊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4990145 赵伟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480 赵兴龙 市场营销

19341202991346 赵延武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646 赵阳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23992461 赵永乐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82990618 赵玉龙 物流管理

19340121990591 郑宏勇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3975 郑金 酒店管理

19341181990622 郑立国 工程造价

19341181990597 郑孝勇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4662 郑元翔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2340 支文辉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222990104 周成昊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7641 周传贵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1181990649 周春林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123992181 周海 电子商务

19340181990426 周汉斌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501991579 周济民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0365 周克武 电子商务

19340123992525 周磊 电子商务

19340881990288 周龙 工程造价

19340123994138 周卢方 电子商务

19340102990144 周青山 工程造价

19341322990386 周文星 市场营销

19340102990336 周侠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4722 周先春 市场营销

19340123992182 周相 电子商务

19341125991300 周翔 工程造价

19341181990279 周晓祥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6237 周雪景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221990605 周雅俊 市场营销

19340123995185 周以亭 电子商务

19340123990295 周迎新 市场营销

19341181990201 周永林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23993970 周玉保 电子商务

19341181990504 周玉春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2352 朱翠义 电子商务

19340123994503 朱飞 物流管理



19340621990146 朱家乐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523992551 朱静伟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9340222990038 朱良鑫 酒店管理

19340201990602 朱强 市场营销

19340123994887 朱松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1995957 朱婷婷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102990996 朱小康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9340123994607 朱耀宗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0501991499 朱泽鑫 电子商务

19340123995400 朱振 物流管理

19340322990271 朱珠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25992224 朱壮壮 建筑工程技术

19340102994433 诸冰 工程造价

19340828990086 祝琼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41182991265 卓泽超 电子商务

19340102994757 纵华青 工程造价

19340101997714 左洪安 物流管理

19340102996173 左展昭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40123994140 左志伟 电子商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