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5122113001 沈映聪 园艺技术

1826102034 唐政 园艺技术

1802107103 古锦鸿 园艺技术

1721104996 蓝秋艳 园艺技术

1625105321 曾诗雅 园艺技术

1423109165 彭翠娟 园艺技术

1303101187 薛鉴妹 园艺技术

1283102254 莫槟源 园艺技术

1203101413 吴婉颖 园艺技术

0983114033 陆锋 园艺技术

0902103148 林星耀 园艺技术

0825103377 李秋芬 园艺技术

0781104045 朱杏锦 园艺技术

0515103168 蔡佳彤 园艺技术

0515103099 李骊阳 园艺技术

0514108112 林绍兴 园艺技术

0402190075 兰逸鑫 园艺技术

0307106059 郑智远 园艺技术

0229102088 黄文铄 园艺技术

0201305011 周茜 园艺技术

1900214389 罗粤 园艺技术

1423201484 罗晓冰 园艺技术

1322208042 邓小红 园艺技术

1303204015 黄意媚 园艺技术

0981214285 熊智洋 园艺技术

0703201300 廖泳珊 园艺技术

0511209005 吴佳虹 园艺技术

0115204039 张海宜 园艺技术

1802102046 张家豪 园林工程技术

1625105314 罗天赐 园林工程技术

1581104473 卓荣泽 园林工程技术

1323105233 杨妙君 园林工程技术

1323105040 叶慧欣 园林工程技术

1224103706 高山峰 园林工程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883112041 梁雨清 园林工程技术

0882102151 陈永星 园林工程技术

0513108234 张丽园 园林工程技术

0402190077 江涛 园林工程技术

0306116077 刘佩祥 园林工程技术

0205103031 肖达 园林工程技术

5281211286 刘晓纯 园林工程技术

1827201301 范明杰 园林工程技术

1781206238 李富民 园林工程技术

1781206214 黄秋华 园林工程技术

1701205627 蔡双朵 园林工程技术

1481204335 罗红梅 园林工程技术

0513231155 黄荣卿 园林工程技术

0511204465 陈梓奇 园林工程技术

0307208200 张语砚 园林工程技术

0117203134 傅凯沂 园林工程技术

5224104265 黄海龙 应用英语

5222106606 刘泽超 应用英语

1621105095 黄小艳 应用英语

1581104375 钟银洁 应用英语

1225101306 侯小媚 应用英语

1224306006 黄育欢 应用英语

1223102088 欧晓婷 应用英语

0403102273 黄绮棋 应用英语

5381208067 陈嫦敏 应用英语

5292203022 张丽兰 应用英语

5291202069 黄烁萍 应用英语

5222211373 赵小珍 应用英语

1900223091 钟紫晴 应用英语

1900227098 邓韵明 应用英语

1900214199 谭梓珊 应用英语

1823202525 邹建华 应用英语

1721204034 许晓琳 应用英语

1323205231 周凤娴 应用英语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284503023 周咏诗 应用英语

1284503009 薛楚仪 应用英语

1226204001 全彩妍 应用英语

0983207718 吴岂莹 应用英语

0923204592 柯女梅 应用英语

0923209165 蔡米琳 应用英语

0901205086 赖缘 应用英语

0882217401 梁月媚 应用英语

0882217291 李虹娇 应用英语

0804202016 李诗桃 应用英语

0704202076 吴颖馨 应用英语

0605220119 吴锐培 应用英语

0514214092 黄泽芩 应用英语

0511210199 陈咏妮 应用英语

0511207153 林芳冰 应用英语

0303203063 郭唱末 应用英语

0233201197 周子君 应用英语

0113208141 简泳椅 应用英语

1581104368 吴维瀚 移动商务

1226101464 廖锐晴 移动商务

0983109611 陈雪梅 移动商务

1723205148 李嘉欣 移动商务

1623204005 黄春秀 移动商务

1521203199 刘基铸 移动商务

0981203677 黄梓聪 移动商务

0511209030 庄双荣 移动商务

5302103173 王雯婷 药品生物技术

5122105689 林建豪 药品生物技术

5121103051 陈媛 药品生物技术

2000301015 唐婉莹 药品生物技术

1900123221 蔡桂超 药品生物技术

1802102137 郑振贤 药品生物技术

1723105414 梁朝婷 药品生物技术

1701105227 陈国本 药品生物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623102085 钟素威 药品生物技术

1581102269 刘佳明 药品生物技术

1521103210 陈丽敏 药品生物技术

1521103140 王雅文 药品生物技术

1502102037 余宇霖 药品生物技术

1502101131 徐莹莎 药品生物技术

1424114025 吴学清 药品生物技术

1424112670 曾百涛 药品生物技术

1423103012 朱洋鸿 药品生物技术

1322103038 钟翎芳 药品生物技术

1303101286 陈瑞燕 药品生物技术

1291101004 彭瑞明 药品生物技术

1224101736 梁植 药品生物技术

1224101615 莫连英 药品生物技术

1224101344 卢超彦 药品生物技术

1203101551 周鑫培 药品生物技术

0901106542 杨文平 药品生物技术

0701105081 潘文乐 药品生物技术

0514110041 吴妍妍 药品生物技术

0307109043 黄安吉 药品生物技术

0229104179 阮红英 药品生物技术

0114105021 利子荧 药品生物技术

5222212301 钟淑婷 药品生物技术

5221208047 林小慈 药品生物技术

5122214225 郑洁 药品生物技术

2000213050 洪文清 药品生物技术

1625204299 朱容珊 药品生物技术

1621204365 钟丽丽 药品生物技术

1581203264 庄伟建 药品生物技术

1523208147 张斯纯 药品生物技术

1523203063 彭飞霞 药品生物技术

1424215274 林薏 药品生物技术

1303201414 钟树培 药品生物技术

1283204231 何世杰 药品生物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224203806 岑深谊 药品生物技术

0605220173 徐浩锐 药品生物技术

0404204141 戚广锦 药品生物技术

5292105035 卢涛 物业管理

1821102469 高金霞 物业管理

0901105287 洪业彬 物业管理

0606124016 关嘉荣 物业管理

0515103313 陈桂珩 物业管理

5281222103 庄良泽 物业管理

1523202064 朱自建 物业管理

1302210095 邬丽婷 物业管理

1224201892 梁冰彩 物业管理

0882206023 袁昌孝 物业管理

0881211107 罗兴新 物业管理

0608203268 区显超 物业管理

0511203064 陈静蕴 物业管理

0117205154 潘毅铭 物业管理

5381116047 钟泉友 物流管理

1900113213 戚炜国 物流管理

1827101333 李梓维 物流管理

1723105394 关志岳 物流管理

1625105691 钟珊珊 物流管理

1625105676 李思媚 物流管理

1523106164 陈惠娟 物流管理

1521103350 林晓欣 物流管理

1424115057 丘小燕 物流管理

1423105010 徐东君 物流管理

1401911178 韩婷 物流管理

1284103486 顾锦洪 物流管理

1203101410 李如欣 物流管理

0981110194 赖春燕 物流管理

0901105238 何建海 物流管理

0806103001 叶小浪 物流管理

0607103243 李洁华 物流管理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605128009 冯泽龙 物流管理

0514108065 廖育生 物流管理

0513125228 李润程 物流管理

0507103125 纪慕蓉 物流管理

0507102184 王铭浴 物流管理

0282103798 叶期芸 物流管理

0118104332 何文杰 物流管理

0111110207 肖梓洋 物流管理

1900215253 袁晓晴 物流管理

1701205623 曾建淘 物流管理

1581222118 吴洁思 物流管理

1424215604 魏远梅 物流管理

1424212167 李佳艳 物流管理

1224203065 温雯雯 物流管理

1224203036 邓梅桂 物流管理

0981218016 严鑫华 物流管理

0923204806 张晓燕 物流管理

0901206372 苏颖欣 物流管理

0811201072 胡经义 物流管理

0811201058 陈嘉敏 物流管理

0703201033 谭文俊 物流管理

0605228000 陈静彤 物流管理

0515202181 王晓 物流管理

0514205292 陈思琪 物流管理

0281201293 李倩 物流管理

0118208474 岑润仪 物流管理

0117206260 曾洁枝 物流管理

0115208155 黄智朗 物流管理

1625105125 曾鑫琪 文秘

1581102219 杨丽婷 文秘

1523106246 叶云凯 文秘

1226102356 陈梓晴 文秘

1224103918 黄静 文秘

0604105257 梁靖怡 文秘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513108253 张丹丹 文秘

5202203333 林祎 文秘

1900219367 叶珮瑶 文秘

1900227014 黄贺明 文秘

1900214208 张秀婷 文秘

1900214147 赵靖贤 文秘

1802202021 黎玉琼 文秘

1625201173 陈雅玲 文秘

1523208012 郑嘉云 文秘

1523206074 彭润兴 文秘

1225201033 陈郑枫 文秘

0983216078 陈春梅 文秘

0608203204 严卓云 文秘

0523201116 吴洁玲 文秘

0507206005 蔡奕敏 文秘

0233201145 潘珂珂 文秘

0115204043 冯泳兰 文秘

5224110008 唐文亮 投资与理财

5122114050 吴炳楠 投资与理财

2000107103 陈梓鑫 投资与理财

1723102410 林良炯 投资与理财

1721101279 姚丽蝶 投资与理财

1581106464 吴泽丽 投资与理财

1303101408 周树生 投资与理财

0514108010 赖端仪 投资与理财

0513128411 郑朝阳 投资与理财

0282102005 赖梦婷 投资与理财

0114199023 干才阔 投资与理财

5381203305 龙丽娟 投资与理财

5302203020 陈婕妃 投资与理财

5292201232 魏铭 投资与理财

5281222221 谢晓涛 投资与理财

5281201093 周锐欣 投资与理财

5224204235 吴欣霞 投资与理财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5122214007 卓燕玲 投资与理财

1581222160 杨晓妮 投资与理财

1322207105 黄瑞敏 投资与理财

1225201836 孔令钊 投资与理财

0981208736 邓璐艳 投资与理财

0606237062 周为乐 投资与理财

0606237043 李昊文 投资与理财

0306212050 吴宝雯 投资与理财

0229202125 张品红 投资与理财

0118208063 林伟豪 投资与理财

1723102139 欧家宏 饲料与动物营养

1721101289 梁志记 饲料与动物营养

1581102037 刘岗沛 饲料与动物营养

0981119011 卢治海 饲料与动物营养

0605115072 周穗成 饲料与动物营养

0513110001 林东和 饲料与动物营养

0233101606 莫健辉 饲料与动物营养

0118104141 冯慧文 饲料与动物营养

0114103062 徐静韵 饲料与动物营养

5102206160 张桦峰 饲料与动物营养

1900232257 袁悦韫 饲料与动物营养

1303201418 林旭明 饲料与动物营养

0605220211 董项琛 饲料与动物营养

0523201093 柯浩翰 饲料与动物营养

0310202029 郑志铭 饲料与动物营养

0114206020 冯永坚 饲料与动物营养

1721101281 谭仙明 水产养殖技术

1521101553 李丽丹 水产养殖技术

1225102858 梁建垣 水产养殖技术

1224103739 罗灼坚 水产养殖技术

0981110132 陈雄均 水产养殖技术

0514108191 李泽鸿 水产养殖技术

0511114049 陈钰润 水产养殖技术

0404104023 沈志浩 水产养殖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403190083 黄华旺 水产养殖技术

0403102291 吴奇钰 水产养殖技术

0403102288 潘锦朝 水产养殖技术

0281104016 雷林生 水产养殖技术

5292201239 袁楚韩 水产养殖技术

0983214157 陆清梅 水产养殖技术

0515202238 林泽权 水产养殖技术

1827101867 潘雪怡 市场营销

1781101987 李昭锋 市场营销

1701103114 钟方政 市场营销

1625102359 刘文萍 市场营销

1581114117 林思敏 市场营销

1424103455 吴楚兰 市场营销

1424103413 钟送莲 市场营销

1424103138 陈丹花 市场营销

0515106028 纪炜琪 市场营销

0513112045 林浩任 市场营销

0304313001 邓静敏 市场营销

0282101443 钟良慧 市场营销

0112104093 陆浩森 市场营销

5381205009 袁锦新 市场营销

5291203108 孙树敏 市场营销

5122214247 余銮贤 市场营销

5122214081 王燕娜 市场营销

2000211030 麦华志 市场营销

1900235135 胡玮瑜 市场营销

1701203426 郑琪琪 市场营销

1424212049 徐莉如 市场营销

1424212188 张经纬 市场营销

1224204006 高凤娇 市场营销

1224201323 黄亭亭 市场营销

0981210153 薛成锦 市场营销

0883207049 杨琛媚 市场营销

0703201070 谭家聪 市场营销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513216095 范若欣 市场营销

0303205039 黄珊珊 市场营销

0233201132 潘雯慧 市场营销

0205202253 杨洁喻 市场营销

0204201225 谢均好 市场营销

0118210099 罗伟珍 市场营销

5281108176 王霖锴 食品生物技术

5201103582 蔡炜超 食品生物技术

5102106031 张梓豪 食品生物技术

1881905061 朱彩玲 食品生物技术

1826101106 莫举秀 食品生物技术

1581103193 郑晓虹 食品生物技术

1423103033 陈武海 食品生物技术

1291101213 黄孔妍 食品生物技术

1226101476 李洁萍 食品生物技术

1224101583 李羽华 食品生物技术

0982106192 董文秋 食品生物技术

0981119048 莫绮思 食品生物技术

0923104027 谢林 食品生物技术

0901107320 王海丞 食品生物技术

0512105007 靳良利 食品生物技术

0282103797 林金凤 食品生物技术

0117106178 罗安然 食品生物技术

5281222132 罗梦妮 食品生物技术

1502205217 蔡华志 食品生物技术

1224608001 梁玉花 食品生物技术

1224203078 梁少敏 食品生物技术

0981210230 许钦丽 食品生物技术

0701205144 胡永琦 食品生物技术

0515203036 赵晓琳 食品生物技术

0507204019 陈倩楠 食品生物技术

5222111067 林纯如 食品加工技术

2000110140 符嘉慧 食品加工技术

1622103022 黄春兰 食品加工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581106209 王佳鑫 食品加工技术

1424114257 周胜文 食品加工技术

0981119000 卢治全 食品加工技术

0608103075 温伟良 食品加工技术

0118104071 叶智源 食品加工技术

0104108022 郑欣 食品加工技术

1802203137 李洁梅 食品加工技术

1224201388 梁宁养 食品加工技术

0606219207 林伟明 食品加工技术

0117208089 李婷婷 食品加工技术

0112223048 徐煜杰 食品加工技术

5381116042 谢宝嵘 商务英语

5222111165 方伟东 商务英语

1900114391 蔡婷婷 商务英语

1624101418 陈小银 商务英语

1521103214 陈嘉敏 商务英语

1481112377 黄怡娟 商务英语

1224102045 倪彩琼 商务英语

0981103890 黎明玉 商务英语

0901105603 黄家敏 商务英语

0803101690 林启贤 商务英语

5281222240 叶玉萍 商务英语

5281222238 杨晓琪 商务英语

5222205044 高辉婷 商务英语

5222205022 曾武鑫 商务英语

5222205015 曾金梅 商务英语

5222205009 曾良颖 商务英语

2000213039 郭一锋 商务英语

2000209313 陈远丽 商务英语

1900223093 萧韵思 商务英语

1900216064 刘诗韵 商务英语

1827201524 朱静雯 商务英语

1723205530 吴良苗 商务英语

1721204021 刘庆瑜 商务英语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723205329 冯小兰 商务英语

1701205620 梁献文 商务英语

1625204192 黄淑萍 商务英语

1602201321 邱然 商务英语

1424215123 黄美玲 商务英语

1422208211 邓姗姗 商务英语

1224203389 梁美茵 商务英语

0923207041 冯家瑜 商务英语

0902202119 陈慧慧 商务英语

0882202644 曾月艳 商务英语

0605228015 梁啟贤 商务英语

0605228006 蔡芸 商务英语

0513211278 郑晓娜 商务英语

0513211202 肖若璇 商务英语

0513211089 林映玉 商务英语

0511210184 陈佳敏 商务英语

0511209025 林桂萍 商务英语

0306412033 段宇鎏 商务英语

0118206158 何淑榕 商务英语

0118210052 朱映文 商务英语

0114205044 姚桐华 商务英语

0113208156 麦颖诗 商务英语

5102103123 林铭琼 商检技术

1882101350 叶雪云 商检技术

1781102569 黄俊杰 商检技术

1623103123 廖月胜 商检技术

1581106205 吴思雨 商检技术

1523108045 彭剑鑫 商检技术

1424114236 黄敏 商检技术

1283301011 谭恩和 商检技术

1203301020 何梓华 商检技术

0981101708 叶鑫威 商检技术

0512109054 姚健泽 商检技术

0114109125 黄文铿 商检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104113029 伍浚铧 商检技术

1821202201 林会婷 商检技术

1802203219 郭志浩 商检技术

1723202532 邓晓怡 商检技术

1602201273 赖志龙 商检技术

1581214200 卓泽远 商检技术

1291290018 周芳芳 商检技术

1283206033 植锦涛 商检技术

1203201134 谢结婷 商检技术

0117203228 黄晓霞 商检技术

0117206185 江鉴红 商检技术

5322102440 黄炜均 软件技术

5122307007 吴杰涛 软件技术

5122107080 余泽锴 软件技术

5122107005 陈鑫淼 软件技术

1900115040 卢钟伟 软件技术

1827101238 罗伟南 软件技术

1624101342 陈志朋 软件技术

1622112207 李宇锋 软件技术

1622110055 骆莉莉 软件技术

1601103190 陈家豪 软件技术

1581106108 施立声 软件技术

1523108260 彭振壘 软件技术

1521110311 黎振华 软件技术

1424112032 陈思孝 软件技术

1401904809 詹梓锐 软件技术

1402101197 张剑文 软件技术

1283102326 陈源园 软件技术

1223103069 李岱键 软件技术

1224103624 黎远杨 软件技术

1202104009 莫嘉祺 软件技术

1203101373 熊辉 软件技术

0983117084 关春荣 软件技术

0981110186 高华超 软件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981103627 冯锡豪 软件技术

0923108039 郑鹏辉 软件技术

0923109296 李辉杰 软件技术

0923109164 李明华 软件技术

0825107235 张宝君 软件技术

0804104019 宋星雅 软件技术

0606120049 黄捷 软件技术

0515103208 陈培哲 软件技术

0515102308 曾扬 软件技术

0514105185 吴镇涛 软件技术

0514116001 张钦洛 软件技术

0513131010 林凯燃 软件技术

0513109269 林梓炜 软件技术

0512105031 朱勇峰 软件技术

0511110040 李培金 软件技术

0511107013 李洁纯 软件技术

0507108031 邱泽深 软件技术

0403102277 蓝杏 软件技术

0282103804 张嫚媚 软件技术

0282101017 田金林 软件技术

0117103016 潘旖媚 软件技术

0117102063 邱爱萍 软件技术

5322102218 郭世民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900124028 刘梓淇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424112487 宋磊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923309014 张裕桂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883116258 李广清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883104693 李宇凡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881111408 龙其晖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513107192 马贞城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511102139 曾煜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311102105 钟文睿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229102211 彭福鹏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0117199003 孙佳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5291104088 郑杰容 连锁经营管理

5222112135 张佳玉 连锁经营管理

1900115043 麦朗铭 连锁经营管理

1823102515 杨嘉怡 连锁经营管理

1721104950 梁翠柳 连锁经营管理

1624101331 林佳宁 连锁经营管理

1622112529 李秀珍 连锁经营管理

1581114015 卓伟柱 连锁经营管理

1581104634 肖婷婷 连锁经营管理

0902103317 梁国锋 连锁经营管理

0901107274 张俊宇 连锁经营管理

0514109010 郑培键 连锁经营管理

0118189010 胡凤婷 连锁经营管理

0117102167 邝峻乐 连锁经营管理

0114111068 邱敏翡 连锁经营管理

5381203574 罗维丹 连锁经营管理

5222211263 沈怡琳 连锁经营管理

5102203149 陈孟涵 连锁经营管理

2000210064 吴浩然 连锁经营管理

1802203111 李泳钊 连锁经营管理

1701205662 敖丽莎 连锁经营管理

1581203410 陈培鑫 连锁经营管理

1521203229 郑钦城 连锁经营管理

1423209025 刘凤琴 连锁经营管理

1422208028 廖佩君 连锁经营管理

1402205249 吕港 连锁经营管理

1226201194 余海涛 连锁经营管理

1283202089 吴颖娴 连锁经营管理

1226201036 潘炜桃 连锁经营管理

1224203230 欧丽飞 连锁经营管理

1225201866 莫晓均 连锁经营管理

1225201602 梁玉钧 连锁经营管理

1223201028 凌嘉谊 连锁经营管理

0902203039 杨春燕 连锁经营管理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882202513 高碧缘 连锁经营管理

0882202499 陈凤兰 连锁经营管理

0784202146 冯颖怡 连锁经营管理

0512201389 林玉敏 连锁经营管理

0282203264 蔡海花 连锁经营管理

0229202120 叶可媚 连锁经营管理

5291103298 陆楷泽 建筑工程技术

5281109098 连锦熔 建筑工程技术

1823102701 周文艺 建筑工程技术

1723102404 温才志 建筑工程技术

1581102006 蔡舒展 建筑工程技术

1523105118 罗正 建筑工程技术

1424115062 古添辉 建筑工程技术

1424114247 温帅湘 建筑工程技术

1424115187 彭超宁 建筑工程技术

1401904216 黄海倩 建筑工程技术

1402110003 周福泉 建筑工程技术

1322105009 骆惠敬 建筑工程技术

1303101220 陈俊桦 建筑工程技术

1203101379 吴庭锋 建筑工程技术

0606120089 郭灿辉 建筑工程技术

0606118156 黄浩帮 建筑工程技术

0606118132 陆活锋 建筑工程技术

0513113026 杨文雄 建筑工程技术

0512101010 徐隆坚 建筑工程技术

0512105040 李绪钦 建筑工程技术

0114109151 叶诗琪 建筑工程技术

1900213200 欧阳文森 建筑工程技术

1323205447 黄志远 建筑工程技术

0981214249 曾志强 建筑工程技术

0701205175 李俊良 建筑工程技术

0115207005 樊嘉雯 建筑工程技术

5281109319 魏烁龙 计算机网络技术

5281109220 周涌发 计算机网络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5281109207 周林平 计算机网络技术

5224102424 陈岳腾 计算机网络技术

5222102243 张灿璇 计算机网络技术

5221104249 廖思超 计算机网络技术

5122102859 黄一扬 计算机网络技术

5122106086 蔡润铭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00113045 曾智键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00116197 莫永轩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00127072 叶嘉聪 计算机网络技术

1882101266 陈捷 计算机网络技术

1826101219 沈伟杰 计算机网络技术

1802102434 欧智杰 计算机网络技术

1802102234 陈骏鹏 计算机网络技术

1802102217 谢经烨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23105305 钟丽萍 计算机网络技术

1625105381 叶臻豪 计算机网络技术

1625103040 黎雯诗 计算机网络技术

1622112434 黄自达 计算机网络技术

1622110011 黄惠娟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81122230 陈华基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81122028 刘建倍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81104500 蔡槟灿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81101913 黎德佳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21110302 刘志鹏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23105059 叶帝锋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91101229 潘子杰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24101962 李凯碧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24103749 覃鹏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24103708 郭子钊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24103536 卢木火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24103297 冯熀坚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02106055 谭俊深 计算机网络技术

0981114269 江俊华 计算机网络技术

0902103271 杨建彬 计算机网络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902103060 车开创 计算机网络技术

0882102440 黄海兴 计算机网络技术

0804190031 韦钢 计算机网络技术

0606120113 吴铭浩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13131014 郭晓伟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13107186 吴子龙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13111004 曾爱玉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13108405 陈钱虎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13108392 张思涌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12105035 黄晓韩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07102281 陈韩儒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01104276 方恩嘉 计算机网络技术

0501104240 林煌 计算机网络技术

5122101062 张彩玲 会计

5122113040 林淑贤 会计

1900114214 吕茂佳 会计

1502101004 钟雅欣 会计

1424114266 陈宽发 会计

1401911162 林园园 会计

1283102209 廖昊妍 会计

1226101141 陈永晋 会计

0981110482 张淼兰 会计

0804104024 黄道驰 会计

0784102000 崔嘉莹 会计

0705103080 梁恩瑜 会计

0513128748 黄泽聪 会计

0507104016 曾益君 会计

0507103109 谢冬莲 会计

0306114020 丘琛书 会计

5122209092 周煊 会计

1900214275 利雪如 会计

1721204208 陈静怡 会计

1426203095 谢珍玲 会计

1422208011 黄鑫辉 会计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983207157 何水连 会计

0982224031 杨柳冰 会计

0882202431 陈鸿渊 会计

0811201121 李翠玲 会计

0513205292 郑煜坚 会计

0282203193 黄萍 会计

0117203165 黄锦霞 会计

5222106422 王丹芝 化妆品技术

5102103070 蔡子冰 化妆品技术

1701103548 林雨欣 化妆品技术

1624101082 叶家仪 化妆品技术

1581108179 林惠琴 化妆品技术

1581106529 蔡思丹 化妆品技术

1424103175 汤兰招 化妆品技术

1424115185 温茂坚 化妆品技术

1401911207 张怡 化妆品技术

1303190016 吕红霞 化妆品技术

1291101000 黄建通 化妆品技术

1284101855 梁秋霞 化妆品技术

1283104113 李紫敏 化妆品技术

1225101415 李清梅 化妆品技术

0983107552 赖梓珊 化妆品技术

0515104507 陈蓉漩 化妆品技术

0514107106 杨培彤 化妆品技术

0507108030 佘梓宁 化妆品技术

0282101417 竺金花 化妆品技术

0117103155 黄伟然 化妆品技术

5122205188 朱琳 化妆品技术

5102203214 张晓涵 化妆品技术

1900223120 刘嘉琪 化妆品技术

1881206057 林桂芬 化妆品技术

1781201921 黄瑶 化妆品技术

1424203507 陈颖莹 化妆品技术

1322208025 李淑芳 化妆品技术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224201120 莫燕芳 化妆品技术

0983213038 陈秋梅 化妆品技术

0983207176 官小红 化妆品技术

0923209279 李诗敏 化妆品技术

0902202307 江茵 化妆品技术

0703201016 黎嘉雯 化妆品技术

0514208090 廖楚霞 化妆品技术

0513215100 陈映纯 化妆品技术

0511204414 吴丽旋 化妆品技术

0118210111 卢钻奇 化妆品技术

0118210102 罗嘉欢 化妆品技术

5122106050 吴秀玲 国际商务

1521103170 陈舒琪 国际商务

1521101572 杨君容 国际商务

1521101558 林欣欣 国际商务

1303101506 杨宇涛 国际商务

1226101500 何银清 国际商务

1225101757 叶锋婷 国际商务

0923106229 林坤燕 国际商务

0902102245 吴海龙 国际商务

0883107219 冼增彬 国际商务

0705103058 吴绮婷 国际商务

0607103231 李甘云 国际商务

0604105229 庄煜超 国际商务

0224102005 何盛辉 国际商务

5381205029 陈浚荣 国际商务

5281222125 颜浩铭 国际商务

1900291937 陈凯欣 国际商务

1721204089 蔡锦兰 国际商务

1701203581 林进荣 国际商务

1701203377 陈露思 国际商务

1625204726 张美玲 国际商务

1581204488 陈秀明 国际商务

1581206175 施丽旋 国际商务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423201418 谢萍萍 国际商务

1303290013 谭婷婷 国际商务

1303204030 林卓莹 国际商务

1283204079 吴沛坤 国际商务

1224203419 朱星云 国际商务

1224203261 潘彩莲 国际商务

1202207166 李旭恒 国际商务

0882209041 周柳竹 国际商务

0701205051 陈泳珊 国际商务

0514210142 吴卓航 国际商务

0511202197 张仪 国际商务

0402203022 林敏 国际商务

0307208070 邱佳静 国际商务

0307211020 彭武彪 国际商务

0304208061 吴少格 国际商务

0233201133 曾珊珊 国际商务

0118204316 卢钰云 国际商务

0114205122 黄芯然 国际商务

1900134114 陈政宇 工商企业管理

1802102066 袁紫韵 工商企业管理

1601103147 江远 工商企业管理

0906101089 黄晓敏 工商企业管理

0882102389 庞文镇 工商企业管理

0825107066 黄汝森 工商企业管理

0811103071 戴岚枫 工商企业管理

0606137002 陈伟锋 工商企业管理

0606132212 梁婉仪 工商企业管理

0513107034 马志庭 工商企业管理

5291202130 杨烁萍 工商企业管理

5281209107 林奕芬 工商企业管理

5202204347 黄贤伟 工商企业管理

2000215052 陈灵东 工商企业管理

1900214366 刘嘉雯 工商企业管理

1723205113 周永超 工商企业管理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701205628 戴莹莹 工商企业管理

1581211079 林舒敏 工商企业管理

1521203073 陈丹贤 工商企业管理

1502201105 黄瑞淇 工商企业管理

1502206057 徐莹斐 工商企业管理

1502201220 施燕雪 工商企业管理

1502201213 曾玮琳 工商企业管理

1424212741 古苑娜 工商企业管理

1424203697 陈祖珊 工商企业管理

1424212241 邓汶姗 工商企业管理

1303290050 李婷婷 工商企业管理

0982214123 彭慧平 工商企业管理

0784202084 温雅琪 工商企业管理

0606231258 苏贤明 工商企业管理

0513211088 曾家銮 工商企业管理

0513211074 黄晓丹 工商企业管理

0511210213 林玉敏 工商企业管理

0511208182 陈娜 工商企业管理

0404204049 庄君松 工商企业管理

0402203071 张淑仪 工商企业管理

0310202040 许晓攀 工商企业管理

0309202048 莫维丽 工商企业管理

0281201230 刘东湘 工商企业管理

0204201074 刘萍 工商企业管理

0118205204 李钰莹 工商企业管理

0118210074 钟楚玄 工商企业管理

0118202236 王盈方 工商企业管理

0115204078 陈浩贤 工商企业管理

0112202106 谭宛珊 工商企业管理

5321102022 梁文洁 风景园林设计

5224110057 李圳森 风景园林设计

5224104196 奚旭升 风景园林设计

1882101274 成宝炉 风景园林设计

1802102465 温慰 风景园林设计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723105236 赵美玲 风景园林设计

1721105009 罗如敏 风景园林设计

1625102130 邹锦尧 风景园林设计

1581102013 陈显海 风景园林设计

1521307007 曾瑞鸿 风景园林设计

1481103144 陈嘉妮 风景园林设计

1323101224 陈惠钰 风景园林设计

1283102121 李海瑩 风景园林设计

1226101032 曾海源 风景园林设计

0981110110 余绍威 风景园林设计

0901107099 陈懿 风景园林设计

0513119058 卓汉城 风景园林设计

0511104493 张展玮 风景园林设计

0507105029 王静灵 风景园林设计

0118105125 黄裕娟 风景园林设计

0117302018 黄祖立 风景园林设计

0117103128 黄丁女 风景园林设计

0115108050 黎子恒 风景园林设计

1625204801 张延乐 风景园林设计

1223504037 李晓彤 风景园林设计

0514208102 欧晓吟 风景园林设计

0307204179 杨伟玲 风景园林设计

0105206027 梁毓晖 风景园林设计

2000190686 黄喻鹏 动物医学

2000110116 余杰洲 动物医学

1900191638 于武淦 动物医学

1823102729 毛秀梅 动物医学

1821102473 易珊珊 动物医学

1701105085 梁莞资 动物医学

1625105706 叶嘉彬 动物医学

1581116116 曾万杭 动物医学

1581104703 范佳鑫 动物医学

1423105018 徐江华 动物医学

1225101610 黎郁娴 动物医学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1225301058 秦锦锋 动物医学

1224103916 李儒晓 动物医学

1224101572 卢子俊 动物医学

1202105023 姚智豪 动物医学

0803115034 杨子健 动物医学

0514108163 连泽春 动物医学

0512102107 陈楚滨 动物医学

0501105002 黄婷 动物医学

0404102150 徐佳洪 动物医学

0402117049 冯海琪 动物医学

0310101218 王丽婷 动物医学

0117106169 蓝凯琳 动物医学

0117106052 陈志锋 动物医学

0115108077 郭泳珊 动物医学

0113108074 吴隽文 动物医学

0112101189 秦淑兰 动物医学

0112104020 陈俊言 动物医学

0112104006 蒙颖诗 动物医学

0105106020 李奕豪 动物医学

5291103142 黄莞 电子商务

5122110014 林颖 电子商务

1900116244 袁业盛 电子商务

1823102300 黎秋杨 电子商务

1802103092 罗嘉慧 电子商务

1601103230 刘钰芳 电子商务

1601103150 梁建宗 电子商务

1581122053 王健男 电子商务

1581104382 林维钠 电子商务

1581104180 吴慧如 电子商务

0983116064 黄秋梅 电子商务

0515103061 廖泽杭 电子商务

0514108158 廖浩生 电子商务

0507107028 谢静芸 电子商务

0222102034 邓佩璇 电子商务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5322202502 李俏君 电子商务

5291203566 陈薇 电子商务

5291202067 洪琪琪 电子商务

1900215061 刘芷晴 电子商务

1422208283 黄奕斌 电子商务

1224203196 张彦玲 电子商务

1224203093 苏班弟 电子商务

0981214293 莫明玲 电子商务

0514205242 吴嘉仪 电子商务

0513212008 黄钟润 电子商务

0512201525 王泽桐 电子商务

0512205188 林文璇 电子商务

0233201135 黄淑娟 电子商务

0112223061 钟润豪 电子商务

5202104160 王婉仪 畜牧兽医

5121302004 郭琳烁 畜牧兽医

5121103036 沈碧兰 畜牧兽医

1823102519 曾俊宇 畜牧兽医

1802103428 刘少敏 畜牧兽医

1723105409 关振锋 畜牧兽医

1701105250 刘德培 畜牧兽医

1625105285 魏勇 畜牧兽医

1625105234 吴鸿标 畜牧兽医

1581111081 钟永灿 畜牧兽医

1426303026 凌明浩 畜牧兽医

1424112023 陈炯威 畜牧兽医

1424114267 杨春苑 畜牧兽医

1424115191 彭润宏 畜牧兽医

1424102102 胡佳佳 畜牧兽医

1283101287 陈丽琳 畜牧兽医

1283101719 夏海妍 畜牧兽医

1224104087 何月意 畜牧兽医

0981119003 潘培裕 畜牧兽医

0902102246 吴晓侣 畜牧兽医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

0901107142 陈烙盛 畜牧兽医

0882102056 谢明龙 畜牧兽医

0881103159 罗国迪 畜牧兽医

0825107040 李建明 畜牧兽医

0607105370 宋凯歌 畜牧兽医

0606120018 梁嘉健 畜牧兽医

0403102192 张诗韵 畜牧兽医

0201105046 杨雪莹 畜牧兽医

5291103383 蔡悦宣 茶艺与茶叶营销

5122105693 林广泳 茶艺与茶叶营销

5281223169 郑秀华 茶艺与茶叶营销

5222212251 吴瑞容 茶艺与茶叶营销

5122214049 邱钊沛 茶艺与茶叶营销

2000211138 吴瑞铃 茶艺与茶叶营销

1701205367 陈诗婷 茶艺与茶叶营销

1323205301 蓝如山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84203083 黄文婷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83202162 江伟强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25201014 陈简妹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24203125 黎亚给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25204037 吴玲玲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25201811 孔用琴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24201917 植丽茵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25201625 黎欣如 茶艺与茶叶营销

1225201322 陈金芳 茶艺与茶叶营销

0512201358 邱倩祥 茶艺与茶叶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