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城市学院2022年专升本免试生拟录取名单

序号 准考证号 姓名 毕业院校 拟录取专业

1 22107370416 李红桃 保定学院 酒店管理

2 22107370501 安展言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3 22107370502 张鑫鑫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4 22107370503 李国庆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5 22107370601 刘一豪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6 22107370602 吴希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7 22107370603 王文博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8 22107370604 徐瑾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9 22107370605 田武新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 22107370606 云超群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1 22107370607 刘鹏飞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 22107371001 张鹏博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13 22107370101 刘顺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4 22107370505 康凯 新余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5 22107370417 孙斐 兰州文理学院 酒店管理

16 22107370351 李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17 22107370911 王杭静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 22107370401 郝佳丽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酒店管理

19 22107370418 姚金霞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酒店管理

20 22107370369 刘苗苗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教育

21 22107370380 宋依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历史学

22 22107370352 蔺林霞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23 22107370353 胡玥茹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24 22107370354 蒲玲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25 22107370375 张高伟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26 22107370370 母亮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教育

27 22107370355 成巧兰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28 22107370383 山佳丽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29 22107370376 王国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30 22107370377 秦建辉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31 22107370378 赵哈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32 22107370379 张翔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与应用数学

33 22107370356 解静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34 22107370357 王艳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35 22107370358 王莉莉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36 22107370384 李童彤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37 22107370381 赵亮亮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历史学

38 22107370359 汪永强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39 22107370371 李慧娟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教育

40 22107371003 唐璞文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地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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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2107370402 田朝阳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42 22107370403 贾立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酒店管理

43 22107370302 金娜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44 22107370303 杨金金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45 22107370304 魏万梅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46 22107370372 陈帆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体育教育

47 22107370701 王红兵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闻学

48 22107370702 谢艳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闻学

49 22107370912 柯发耀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0 22107370914 孙兴龙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51 22107370904 路文中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52 22107370419 刘慧阳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53 22107370404 刘婷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54 22107370425 苏阳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55 22107370360 王一凡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56 22107370305 盛慧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57 22107370306 鲁琴琴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58 22107370307 王婧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59 22107370308 贺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0 22107370382 张艺苗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历史学

61 22107370361 武锦锦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62 22107370309 马娟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63 22107370310 赵睿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4 22107370311 陈佩瑶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65 22107370312 王雪儿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66 22107370313 汪玉梅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67 22107370362 王雅梅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68 22107370314 郭泓邑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69 22107370315 叶眉杉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70 22107370363 贺帆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71 22107370364 席宁柯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72 22107370506 王李伟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73 22107370608 李龙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74 22107370915 杨家兴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5 22107370916 徐菲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6 22107370905 王万承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77 22107370901 张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78 22107370917 强勇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9 22107370426 王旭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80 22107370427 卢鑫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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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2107370316 李文英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82 22107370317 史文霞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83 22107370318 王一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84 22107370319 韩婷婷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85 22107370320 高兴丹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86 22107370321 邢静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87 22107370385 李玉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88 22107370703 董慧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学

89 22107370704 雷甜甜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学

90 22107370705 王国梁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学

91 22107370806 口卓玉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工艺美术

92 22107370801 吴兆龙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音乐表演

93 22107370205 胡佳俊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94 22107370206 路晨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95 22107370201 魏雅妮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96 22107370207 李炜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97 22107370208 丁佳梅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98 22107370202 刘辉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99 22107370203 李红宇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00 22107370209 田强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101 22107370428 白玉梅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02 22107370429 王旭垚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03 22107370406 高盼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104 22107370407 王小颖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105 22107370807 安永男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艺美术

106 22107370919 练浩琦 武威职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7 22107370902 李兵 武威职业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108 22107370906 徐英 武威职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09 22107370322 潘妙月 武威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110 22107370323 郝焕焕 武威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111 22107370324 王欣慧 武威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112 22107370920 秦文博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3 22107370408 石宏莉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114 22107370409 鹿奕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15 22107370430 白江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16 22107370410 徐敏敏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117 22107370921 王福涛 陕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8 22107370507 魏雄飞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19 22107370516 曹可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焊接技术与工程

120 22107370508 李世纪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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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2107370509 孙龙平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22 22107370609 李雄雄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3 22107370610 吴甜甜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4 22107370611 马艳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25 22107371002 顾程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油气储运工程

126 22107370431 陈俊婷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酒店管理

127 22107371004 田星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地理科学

128 22107371005 田引香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地理科学

129 22107370102 董小红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30 22107370922 赵亚玲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1 22107370923 刘飞虎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2 22107370411 黄强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33 22107370924 高培剑 新疆职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4 22107370510 苟黎鹏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35 22107370925 蒋志刚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6 22107370511 陈立嘉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37 22107370103 姚兵弟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38 22107370512 王龙庆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39 22107370432 王玉桓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40 22107370386 帅欣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141 22107370387 费彤彤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142 22107370325 段文婷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43 22107370326 魏文馨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44 22107370327 刘婉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45 22107370328 尤洁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46 22107370513 赵有明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47 22107370926 杨尚奇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8 22107370927 蒋亮亮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9 22107370329 胡娜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50 22107370330 郝欣乐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151 22107370331 马洋玲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52 22107370332 张婷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53 22107370333 金莉平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54 22107370334 南润洁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155 22107370335 何聪聪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56 22107370336 雒海青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157 22107370514 李本懿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158 22107370433 李勇文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59 22107370365 马金晶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160 22107370366 丁彤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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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22107370337 高红娟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62 22107370373 李烨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育

163 22107370338 刘艳霞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64 22107370339 田瑶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65 22107370340 石丽娟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66 22107370341 李红梅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167 22107370342 屈娜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168 22107370343 张倩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169 22107370802 梁燕萍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音乐表演

170 22107370367 张馨方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171 22107370908 闫泳録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72 22107370909 魏泽帮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73 22107370928 代沙阶草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74 22107370434 傅连蕊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175 22107370412 成蒙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176 22107370344 李蓉蓉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177 22107370345 张娇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178 22107370346 宋佳怡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179 22107370808 杨娅娅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工艺美术

180 22107370613 包潭娟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81 22107370413 朱换荣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82 22107370414 马兰梅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183 22107370415 梁龙霞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184 22107370374 杜浪浪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教育

185 22107370347 杨婷婷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86 22107370348 张娟源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教育

187 22107370803 张兴华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音乐表演

188 22107370804 张杰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音乐表演

189 22107370929 马禄鹏 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90 22107370614 郭映芳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191 22107370616 尤申申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化学

192 22107370104 曾芳艳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93 22107370368 王静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194 22107370388 刘佳佳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195 22107370349 袁卓娜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小学教育

196 22107370350 关萍璐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197 22107370301 马睿琪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英语

198 22107370809 杨小兰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工艺美术

199 22107371006 金庭雙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地理科学

200 22107371007 秦永勣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地理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