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生源省市 专业
171052001001841 陈子逸 湖北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2887 柯天扬 湖北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3366 陈树新 山西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6335 田纪真 山东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6681 程晗君 湖北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7352 黄浩男 山东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7651 蒋瑞川 湖南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7819 任昱鸣 河南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8062 冯伟辰 山东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8149 刘祎唱 山西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8168 易文奇 重庆市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8372 尹昊 山东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8925 张涛 江西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9141 谢煜 江西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9672 于元锴 浙江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11159 孙晓洁 山东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12110 张赛赛 安徽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12861 张铭辰 山西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13715 曹书昊 山西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14294 苗润杰 河南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14836 邹思怡 浙江省 普通本科-(010101)哲学-哲学院
171052001000139 杨思怡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0876 李洋桥 河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1940 刘宁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4301 谭焯尤 广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4371 吴雯琛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7629 刘佳琦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8267 钟建乐 江西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8288 张啸镝 吉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8849 周子立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9101 张敬朗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9257 黄立阳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0929 姜爱华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1024 费宸昕 江苏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1746 叶逸嘉 浙江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2199 袁辰昊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2868 安婧源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3312 李承阳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3903 程子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4521 王疏桐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14742 徐于悦 河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法学（政府法制方向）-法学院
171052001000677 贾昊 河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1825 陈怡欣 江西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2613 朱成 浙江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2802 韩一平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4456 高天旗 江苏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4885 方睿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4911 杜国良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5074 黄昱铖 江苏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5919 高茜 辽宁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7492 梁播远 陕西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8454 方执向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8571 姜泉屹 辽宁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9028 陈文涵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11604 欧佳妮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12535 孙嘉伟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13468 杜仁威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13686 狄开来 广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14276 吴宇珊 福建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14528 薛其政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14552 熊诗露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101K)法学（刑事司法方向）-刑事司法学院
171052001000846 马惟嘉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3798 王智健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3814 赵铮然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4370 苏志同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4409 周晗禹 江西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4608 万里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4826 温立博 陕西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4977 陈雅格 湖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5918 于靖萱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6536 祁浩煜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7576 闫畅 内蒙古自治区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8180 王文璐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0123 黄书凡 浙江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0562 梁馨元 河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0681 马思远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1375 钱长照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1636 甄健行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3489 叶昊臻 广东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3753 杜萧剑 河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14816 江伯约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202)国际政治-哲学院
171052001000001 潘昭弘 湖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0076 郑紫玥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0129 谭淇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0363 魏国星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1028 蒋俊杰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2149 刘梦鸽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3301 尚轩竹 辽宁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3587 王怡凡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3658 崔梦超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3824 王梓源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4016 高爽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4716 韦一川 河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5346 汪倩羽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5667 张文荟 河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6396 侯文卿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8364 胡沛文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11597 尹姜子 湖北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11810 赵晨荷 山东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12138 方雨珂 北京市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14592 秦国轩 江苏省 普通本科-(030301)社会学-哲学院
171052001000591 杨湉沄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0600 郭建毅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0774 王艺霖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1116 王新宇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1254 荣庆毅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1389 吴长青 河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1512 华崇伟 江苏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2384 陈志昊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3270 徐迅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4368 马晓桐 河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4645 路悦巍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4798 鲁润瑶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5834 唐钰婧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6317 郭宇帅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6610 张丁祺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10198 王劭康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10806 高翀 湖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11099 汪宇轩 安徽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13205 閤珍珍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13481 李学莹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101)汉语言文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171052001000082 皮杨纯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0839 张梦昊 河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2217 尚志培 河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3417 吕彤 黑龙江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3785 冯诗妍 浙江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3999 鲁逸飞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4365 刘淑莉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4619 康钰 山西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4970 阮佳欣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5693 邱萌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5869 李丛莹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5939 韦媛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6524 许渴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7153 游海洋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7909 赵婉莹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8937 杨婷婷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0041 陈旻梓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1410 杨子慧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1784 钱翰睿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3688 胡相宜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1)英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1076 张开颜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1381 萧思哲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1638 陈家其 四川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2545 刘敬一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4041 夏煌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4045 黄浩珂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4122 杨方仪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4205 余嫣然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6779 王鑫泽 河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7272 郭雨梦 安徽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7452 万欣廷 湖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8285 王萌欣 四川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9502 金成俊 黑龙江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9715 尹文涛 湖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9842 成佳宁 内蒙古自治区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0428 穆晨阳 河南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1848 艾星言 重庆市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3707 白洺绮 辽宁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4158 孙婉娜 山东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14634 赵则橦 陕西省 普通本科-(050207)日语-外国语学院
171052001000960 周昱 江苏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2103 何奕璇 河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2157 李想 河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2201 熊嘉纬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2879 张子能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3176 宛千帆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3518 赵寄云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3524 曾海洲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3577 刘心远 江苏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3722 蒋昱东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3901 孙雨霖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4071 汪晓熹 江苏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4703 石政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5561 丁佳睿 山东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7853 林承彦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9796 梁肇南 北京市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11065 佴宇鏖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11097 徐亚楠 山东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12069 王卓宇 河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13005 蒋鼎汗 四川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14737 徐志恒 湖北省 普通本科-(070102)信息与计算科学-统计与数学学院
171052001000626 卢晓烨 河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0817 刘智超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1671 王思源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1749 曾世攀 湖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2352 谢童 湖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2383 张怡民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3074 贾方正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3151 柳诗莺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3394 方如莹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7751 侯婷婷 山东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8105 陈星翰 湖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8270 丁宇豪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0907 孙展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1189 程昊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1301 李美辰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1892 李宜臻 河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2208 律茵 山东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2745 姚众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3244 周楚雄 湖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4184 郑斯旎 湖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4675 董慕尧 河南省 普通本科-(082502)环境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0753 周晨宇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2214 胡文显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2453 吴亦隽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3120 吴本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4113 晏凌锐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4604 夏钰凯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4687 熊鹏程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6214 李远彤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7511 隋明远 山东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8327 郭禹颢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8431 李浩翔 河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8877 申鹏辉 湖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9166 王志航 山东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9858 赖文恺 浙江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0573 肖庆尧 山东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0702 王书恒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3092 张欣怡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3469 徐崇一 山东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4433 陈洋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14707 刘家豪 湖北省 普通本科-(082901)安全工程-信息与安全工程学院
171052001000027 范佳宁 广东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1035 吴怡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1181 谭欣悦 四川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1316 王正昕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2994 罗静 湖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257 张烁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606 薛舒阳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212 朱航辉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520 高一凡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8246 赵秋婷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9849 王怡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9980 蒋昊霖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217 徐婧怡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780 黄卓贤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941 常崇江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773 徐永政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216 许淑阁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563 王译晨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783 刘欣昊 黑龙江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3253 李万里 江西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339 封轩昂 江苏省 普通本科-(120211T)劳动关系-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131 陈听雨 浙江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171 蔡亦昂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562 傅瑶 浙江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724 刘星宇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1213 叶梓 安徽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1950 马威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044 钱炳宏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4964 熊若超 北京市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059 张欣然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695 戴煜 广东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389 曾子逸 江西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514 杨雨晨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607 刘弋平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672 张启聪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819 饶安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011 任佳鑫 陕西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974 彭紫瑒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3100 董长久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3354 李明灿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124 曹昀芊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753 胡启章 山西省 普通本科-(120301)农林经济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126 杨乐伟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972 康慧怡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1972 庞冬晓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005 张朝敬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592 王彦予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956 蔡如冰 江西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4176 岳礼文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4497 王欣茹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076 段昊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741 罗文佳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414 郭萌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438 秦昱子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8677 张圣龙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8856 杨洋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600 康雅博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835 董丽媛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068 杨泽平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254 严竹霄 江苏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362 刘振华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652 岳心竹 江苏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067 曹士林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1)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912 程雨晴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1879 范亚茹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2566 徐萌杨 四川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2853 王雨辰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401 左礼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662 刘妙婕 湖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4293 刘雨婷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4521 肖仕红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786 吕妍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864 孙紫薇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410 赵以纯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445 杨小樵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9581 孙伊宁 黑龙江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9950 徐佳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484 张宇清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219 张可冉 安徽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378 霍晨星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3738 蔡婉莹 江苏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172 杨鑫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316 崔丰韬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3)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0649 李千格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742 贺祯怡 湖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763 石慧 四川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040 马云腾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372 孟思琪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782 林晨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8006 龙麒 湖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8085 李怡庆 湖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8426 郭帅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9242 杨宇轩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9454 袁睿智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383 吴紫莹 福建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582 白雨辰 河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882 陈飞扬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357 毕建宇 江苏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666 蔡东辰 浙江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3423 叶斯畅 安徽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261 王振宇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288 李云翔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380 胡孝腾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405)城市管理（城市经济与管理方向）-公共管理学院
171052001003812 赵诗敏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4216 袁小涵 辽宁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4603 高歌 辽宁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655 陈鸿飞 浙江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659 刘伊寒 四川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5822 刘东晋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6337 顾鑫宇 辽宁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461 焦立群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7524 魏欣钰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8376 李建磊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09308 王纯祎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180 范师嘉 天津市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299 易玉婷 湖南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0495 王晨 河北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291 晁雨晴 安徽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427 王伟逸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1862 吴宇江 浙江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2590 罗家瑾 湖北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3562 刘春姿 安徽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196 孙波 四川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171052001014325 唐家璇 山东省 普通本科-(120901K)旅游管理-工商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