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推荐学校 专科专业 报考类别 成绩 本科录取专业

1 21214173230041 陈臣 男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167.5 软件工程

2 21214267230360 蒋欣原 男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计算机类 178 软件工程

3 21214246111051 郭淦 男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文科类 133 财务管理

4 21214238110167 李芸林 男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文科类 91 市场营销

5 21214173150161 岳贵林 男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23 环境设计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推荐学校 专科专业 报考类别 成绩 本科录取专业

1 21112606230043 黄依藜 女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16 软件工程

2 21113967230326 余琳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16.5 软件工程

3 21112755230038 张林浪 男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17.5 软件工程

4 21112609232732 代川霞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17.5 软件工程

5 21112609232013 王杰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20.5 软件工程

6 21112609231243 杨港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21 软件工程

7 21114246230948 向明慧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类 222.5 软件工程

8 21113967221469 侯兴亮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理工科类 125.5 环境设计

9 21112609221970 谭浩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物流信息技术 理工科类 180.5 市场营销

10 21112820110260 贺珍 女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183.5 财务管理

11 21114069110150 孙红滨 女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84.5 财务管理

12 21112758110095 李玲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187 财务管理

13 21114246110182 周红霓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1 财务管理

14 21112608110256 刘羽娜 女 重庆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192.5 财务管理

15 21114128110760 刘艾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审计 文科类 193 财务管理

16 21113734110558 许郑 女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连锁经营管理 文科类 158 市场营销

17 21112215111949 何海 男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文科类 158.5 市场营销

18 21112609111122 向莲洁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文科类 162.5 市场营销

19 21112609110187 李维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文科类 166 市场营销

20 21112609111051 程龙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电子产品营销与服务 文科类 170.5 市场营销

21 21112608110067 胡容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84.5 市场营销

22 21112759151311 杜秋莲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工程技术 艺体类 142 环境设计

23 21112759151430 瞿兰星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46 环境设计

24 21112759150442 杨娟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57 环境设计

25 21114173150081 刘乾英 女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艺体类 139 数字媒体艺术

26 21112608150388 曾宇 男 重庆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艺体类 143 数字媒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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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1114482150288 贺锐 男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艺术设计 艺体类 171 数字媒体艺术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推荐学校 专科专业 报考类别 成绩 本科录取专业

1 21113967230018 邓圣帝 男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3.5 软件工程

2 21112759230476 靳尚元 男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34 软件工程

3 21112759230846 王强 男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4.5 软件工程

4 21112608230082 黄晓艳 女 重庆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34.5 软件工程

5 21113734230089 李晋城 男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35 软件工程

6 21112609231631 吴起塞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类 235 软件工程

7 21112608230126 余锐 男 重庆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5 软件工程

8 21112609230604 张文鑫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5 软件工程

9 21110870230283 马子涵 女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35 软件工程

10 21112609233133 杜超超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35 软件工程

11 21114246230058 蒲函 男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36 软件工程

12 21114246230674 黄艳琪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37 软件工程

13 21112608230053 李旻鸿 男 重庆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7.5 软件工程

14 21112609230995 胡进航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7.5 软件工程

15 21112609231349 黄雨虹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与信息服务 计算机类 237.5 软件工程

16 21112608230034 黄亭亭 女 重庆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8 软件工程

17 21112609231413 刘俊霖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与信息服务 计算机类 238 软件工程

18 21113967230120 林浩然 男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计算机类 238 软件工程

19 21112609232697 王旭洋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38 软件工程

20 21114246230454 赵晋波 男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38 软件工程

21 21112608230119 吴昌泓 男 重庆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38.5 软件工程

22 21112609230297 邓智杰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计算机类 239 软件工程

23 21112609231789 张玉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软件与信息服务 计算机类 240 软件工程

24 21114246230316 蒋心怡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类 240.5 软件工程

25 21112609231600 金玮航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40.5 软件工程

26 21114246230928 陶思怡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类 241 软件工程

27 21111848230045 董玉伦 男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类 241.5 软件工程

28 21112608230330 谢李龙 男 重庆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41.5 软件工程

29 21112609230498 任硕勋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41.5 软件工程

30 21113967231192 胡冰雪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42 软件工程

31 21112609230930 朱俊雨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类 242 软件工程

32 21113967230663 李敏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 计算机类 242 软件工程

33 21112758231098 卢金平 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42 软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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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1114267230414 陈贵安 男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42 软件工程

35 21113734230333 周先明 男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计算机类 242.5 软件工程

36 21112609231625 王平安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类 242.5 软件工程

37 21112756130382 崔洁 女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计算机类 174 数字媒体艺术

38 21112616220296 詹浩澜 女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会计 理工科类 190.5 财务管理

39 21112820220017 古栩 男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建筑设计 理工科类 152.5 环境设计

40 21114238220245 李杰 男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建筑设计 理工科类 155.5 环境设计

41 21113967220954 萨仁高娃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理工科类 176.5 环境设计

42 21114183220711 梁国康 男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建筑设计 理工科类 191 环境设计

43 21114183220490 余庆蕾 女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理工科类 192.5 环境设计

44 21113967220932 陈佳 男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理工科类 199.5 环境设计

45 21112820220023 陈敏妍 女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理工科类 172.5 软件工程

46 21112609220173 周琪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理工科类 205.5 市场营销

47 21112609220900 周雯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物流信息技术 理工科类 219 市场营销

48 21112756110322 文雪 女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192 财务管理

49 21112758111050 王怡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2 财务管理

50 21112609110991 向圆圆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资产评估与管理 文科类 193 财务管理

51 21112608110085 何秋 女 重庆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193 财务管理

52 21112608110131 鲁青松 男 重庆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193 财务管理

53 21112759110794 张睿思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3 财务管理

54 21112758111507 谭毓高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4 财务管理

55 21112609113543 廖婷婷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 文科类 194 财务管理

56 21112608110162 苟祺鑫 男 重庆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194.5 财务管理

57 21112606110099 何媛林 女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5.5 财务管理

58 21113967110644 陈映红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5.5 财务管理

59 21113591110081 陈官钧 男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6 财务管理

60 21114128110308 付娇娇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6 财务管理

61 21114316110258 张阳 男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6 财务管理

62 21114128110475 李卓芸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6.5 财务管理

63 21112609112558 谭春秀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7 财务管理

64 21114069110175 何显宏 女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7 财务管理

65 21113967110303 石盈盈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7.5 财务管理

66 21112759110056 关雅心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8 财务管理

67 21114128111175 陈丹丹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8 财务管理

68 21114491110103 况明鑫 男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8.5 财务管理

69 21112759110004 刘冬玲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199.5 财务管理

70 21114128110853 冯潇潇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审计 文科类 199.5 财务管理

71 21112759110838 王倩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0 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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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1114128110574 范莹莹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0.5 财务管理

73 21112758110832 刘莉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201 财务管理

74 21113967110093 蒋秋生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1.5 财务管理

75 21114128110925 王冰琳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2.5 财务管理

76 21114128110854 熊艾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审计 文科类 203 财务管理

77 21112608110043 张银涛 女 重庆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203.5 财务管理

78 21112759111603 杜梦芹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4.5 财务管理

79 21114128110097 冉孟婷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5.5 财务管理

80 21112608110148 赵婷婷 女 重庆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206 财务管理

81 21114128110985 赵翠霞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7 财务管理

82 21112608110002 潘晴 女 重庆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文科类 208.5 财务管理

83 21114128110409 张婷 女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9.5 财务管理

84 21114246110635 谢墺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09.5 财务管理

85 21114246110702 钟光霞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会计 文科类 211.5 财务管理

86 21112758111549 谢娟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文科类 167.5 环境设计

87 21110870110148 王静宜 女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文科类 169 环境设计

88 21110870110339 魏梦洁 女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文科类 169.5 环境设计

89 21112758110523 李花盛楠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园林技术 文科类 183.5 环境设计

90 21112609110941 杨永露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电子产品营销与服务 文科类 185 市场营销

91 21114491110022 陈明月 女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文科类 185.5 市场营销

92 21114069110102 唐秀丽 女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文科类 185.5 市场营销

93 21114238110052 李聆钰 女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文科类 186.5 市场营销

94 21112609111277 陈静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文科类 186.5 市场营销

95 21112215111902 邓林 女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87 市场营销

96 21112758110056 熊旺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文科类 189 市场营销

97 21113967110881 郎小梅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文科类 189 市场营销

98 21112759111070 王清清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0 市场营销

99 21114267110926 吕志坪 女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文科类 190 市场营销

100 21112608110178 皮尧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0.5 市场营销

101 21113734110293 古红曦 女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1 市场营销

102 21112215110261 周凤 女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文科类 191 市场营销

103 21114246110177 张帆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物流管理 文科类 191.5 市场营销

104 21112758111030 张宇 男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2 市场营销

105 21112759111801 汪辉 男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文科类 192 市场营销

106 21112609110360 蒋月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2.5 市场营销

107 21114246110963 禹新梅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文科类 192.5 市场营销

108 21112609111154 冉益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电子产品营销与服务 文科类 193 市场营销

109 21112758110122 潘江渝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文科类 193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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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1112759110262 倪军银 男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3 市场营销

111 21114238110048 李渝 女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文科类 193.5 市场营销

112 21112215110878 叶汶鑫 男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报关与国际货运 文科类 193.5 市场营销

113 21114246110352 张焱琳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景区开发与管理 文科类 194 市场营销

114 21113967110010 张晶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5 市场营销

115 21112215110438 李清 女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文科类 195 市场营销

116 21114246110208 周诗琦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5.5 市场营销

117 21112820110010 李欣佼 女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文科类 196 市场营销

118 21114246110976 甘炜炜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6.5 市场营销

119 21114246110818 王鸿 男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文科类 197 市场营销

120 21114316110018 彭豫波 女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文科类 198 市场营销

121 21112609112442 魏钰晴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199 市场营销

122 21114316110001 刘露露 女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文科类 199 市场营销

123 21113734110259 汪若情 女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文科类 199.5 市场营销

124 21114246110633 黄锦莲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文科类 200 市场营销

125 21112609111285 张红蝶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科类 207 市场营销

126 21114237110091 刘露 女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文科类 167 数字媒体艺术

127 21113967110239 陈津友 男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影视动画 文科类 178.5 数字媒体艺术

128 21113967110799 毕成东 男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影视动画 文科类 182.5 数字媒体艺术

129 21114069110115 何柯均 男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文科类 184 数字媒体艺术

130 21112756110052 罗巧 女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新闻采编与制作 文科类 200.5 数字媒体艺术

131 21112616150261 李欣月 女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 艺体类 178 环境设计

132 21112608150337 范依然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艺体类 178 环境设计

133 21114183250049 林秋 男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风景园林设计 艺体类 178.5 环境设计

134 21113735150193 尹秋菊 女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79 环境设计

135 21112609152668 薛利鸣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1.5 环境设计

136 21112759150509 欧涵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艺体类 182 环境设计

137 21112759150147 尹鑫艳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艺体类 183 环境设计

138 21112616150072 沈路易 男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5 环境设计

139 21113589150016 杨俊杰 男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7.5 环境设计

140 21112608150335 廖凯悦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8.5 环境设计

141 21113734150417 王润英 女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8.5 环境设计

142 21112608150336 秦礼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艺体类 190 环境设计

143 21112758150300 张阁阁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90.5 环境设计

144 21112759150738 毛筱锐 女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91 环境设计

145 21114267150204 江浩印 女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艺体类 191.5 环境设计

146 21112609151221 杜慧钦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91.5 环境设计

147 21114267150343 李连玉 女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艺体类 192.5 环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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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21112758150907 谢梦谣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艺体类 196.5 环境设计

149 21112608150259 彭多多 女 重庆工程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67 数字媒体艺术

150 21114246150448 王箬昕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67.5 数字媒体艺术

151 21112605150004 马滔 女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艺体类 168 数字媒体艺术

152 21114367150007 廖雨洁 女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艺体类 168 数字媒体艺术

153 21112605150290 张莹莹 女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艺体类 168.5 数字媒体艺术

154 21114369150206 曾童 女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艺体类 169.5 数字媒体艺术

155 21112609153549 刘小莹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71 数字媒体艺术

156 21114183150115 郭山稼 男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艺体类 173 数字媒体艺术

157 21114482150133 毛小珂 女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人物形象设计 艺体类 173 数字媒体艺术

158 21112609151911 张悦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77 数字媒体艺术

159 21112608150083 胥海玉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艺体类 178 数字媒体艺术

160 21112608150087 柯嘉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影视动画 艺体类 178 数字媒体艺术

161 21114482150312 刘毅 男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艺术设计 艺体类 179 数字媒体艺术

162 21112608150169 白青松 男 重庆工程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79.5 数字媒体艺术

163 21112609151918 侯真奕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80 数字媒体艺术

164 21112609153322 陈林 女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0 数字媒体艺术

165 21114246150086 彭欣 女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81.5 数字媒体艺术

166 21113967151151 李文曦 女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2 数字媒体艺术

167 21112755150048 任慧 女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2 数字媒体艺术

168 21114482150143 黄明页 女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3.5 数字媒体艺术

169 21112609152160 李志敏 男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艺体类 183.5 数字媒体艺术

170 21112608150089 喻诗涵 女 重庆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艺体类 184 数字媒体艺术

171 21114482150161 张家豪 男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公共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5.5 数字媒体艺术

172 21114183150601 王海陶 男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艺体类 189.5 数字媒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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