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考号 毕业专科学校 拟录取专业 备注

严帆 20220110715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翟村花 20220110719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邹盼 2022011062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蔡嘉欣 2022011010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伍思宇 2022011060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彭彦婷 20220110618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黄宣宁 20220110615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刘洋 20220110705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龚珂 20220110625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郭海纷 20220110706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贫困生

欧芯媛 20220110606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贫困生

徐晓艳 20220110724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贫困生

唐莹 20220110804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贺思源 20220110313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周裕 2022011031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吴欣娱 20220110319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黄丽莎 2022011083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陈姣 20220110812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黄佳辉 20220110306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粟乐 20220110311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刘丹丹 20220110303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曹芷若 202201108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田邦浩 2022011030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贫困生

蒲虹井 20220110119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黎羽 20220110114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阳昆德 2022011011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廖尉然 20220110125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刘莉莎 20220110108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邵露霞 20220110123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程芳香 20220110120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陈亮 20220110111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公共事业管理 贫困生

李婷 202201103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贫困生

吴涌 20220110904 吉首大学 汉语言文学

段婉婷 2022011090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江友文 20220110920 湘南学院 汉语言文学

刘紫婷 20220110202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张平 2022011101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李雨馨 20220110927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范昱宁 20220110211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胡湘 20220111015 湘南学院 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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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旭晴 20220110217 吉首大学 汉语言文学

刘潇珂 20220110907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邓于娴 20220111003 吉首大学 汉语言文学

刘燕 20220111024 吉首大学 汉语言文学

陈蕾西 20220111026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陈婉溶 20220110905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周梦玲 20220110902 吉首大学 汉语言文学 贫困生

刘维英 20220110921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卢勇五 20220111008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赵梦梵 20220111006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贫困生

卢玉婷 20220110914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李师贤 20220111019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陈千凡 2022011091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贫困生

付湖英 20220110525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甘佳美 2022011052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何唯唯 20220110324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周菲菲 20220110501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翁巧莉 20220110516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陈泽君 20220110227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吴文静 20220110511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刘佳慧 2022011051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邹慧 20220110515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邹婷婷 20220110514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尹珂晖 20220110223 湖南信息学院 旅游管理

张婷 2022011052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贫困生

李湘 20220110508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旅游管理

莫雪芬 20220110518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刘成 20220111119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王越 20220111328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范思芳 20220111312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郑卓轩 20220111329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殷姣 2022011123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吕蕾 20220111221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贫困生

龙川奈 20220111211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唐威 20220111128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物联网工程

黎蓓 20220111107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物联网工程

李增其 20220111206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贫困生

张迎秀 20220110418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贺姿睿 20220110129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物业管理

张维国 2022011041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雷运峰 20220110417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2/3



姓名 考号 毕业专科学校 拟录取专业 备注

赵靓 20220110413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何娅婷 20220110402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贫困生

李艺 20220110412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贫困生

刘宜修 20220110401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物业管理

蒋雨萱 20220111618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方玉婷 2022011161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黄浩 20220111428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陈芳 20220111508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英语

余敏 20220111509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英语

曾金玉 20220111523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英语

管娜 20220111412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英语

邓雅慧 20220111802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

高永鑫 20220111606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英语

熊静雯 20220111603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英语

刘璇 20220111614 吉首大学 英语 贫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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