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022 年“专升本”拟录取名单（不含免试生）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曹映红 22P1055300307 社会工作

李阳 22P1055300218 社会工作

贺金婷 22P1055300228 社会工作

邹享云 22P1055300219 社会工作

罗晴 22P1055300302 社会工作

李庆 22P1055300304 社会工作

梁凯璐 22P1055300116 社会工作

王晶晶 22P1055300305 社会工作

曹莉 22P1055300211 社会工作

邹葳 22P1055300213 社会工作

农曼怡 22P1055300120 社会工作

杨青青 22P1055300214 社会工作

李佳红 22P1055300125 社会工作

冯安琪 22P1055300326 社会工作

杨韬 22P1055300212 社会工作

段双雪 22P1055300114 社会工作

张川成 22P1055300311 社会工作

杨娜 22P1055300309 社会工作

张乐 22P1055300217 社会工作

江丹峰 22P1055300203 社会工作

邓阳洋 22P1055300201 社会工作

熊青 22P1055300223 社会工作

戴心怡 22P1055300104 社会工作

苏婧瑶 22P1055300310 社会工作

何虹良 22P1055300216 社会工作

潘辰君 22P1055300316 社会工作

刘金凤 22P1055300107 社会工作

黄佳琪 22P1055300121 社会工作

邱惠霞 22P1055300108 社会工作

彭陈 22P1055300319 社会工作

刘倩 22P1055300224 社会工作

周绪清 22P1055300112 社会工作

唐晓群 22P1055300327 社会工作

李徐欢 22P1055300220 社会工作

于海洋 22P1055300202 社会工作

马旭佳 22P1055300230 社会工作

朱宇航 22P1055300301 社会工作

刘杨 22P1055300124 社会工作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柏可 22P1055300325 社会工作

陈梦 22P1055300226 社会工作

谢佳汝 22P1055300321 社会工作

蒲美君 22P1055300323 社会工作

邓紫娟 22P1055300129 社会工作

李雪微 22P1055300128 社会工作

黄士荣 22P1055300229 社会工作

廖徽 22P1055300123 社会工作

吴烨 22P1055306204 汉语言文学

彭佳佳 22P1055300625 汉语言文学

刘燎婕 22P1055300520 汉语言文学

袁嘉莹 22P1055300809 汉语言文学

蒋姣媚 22P1055300812 汉语言文学

张雨晴 22P1055300603 汉语言文学

何莹 22P1055300420 汉语言文学

刘娇丽 22P1055300624 汉语言文学

周苗 22P1055300406 汉语言文学

蔡姣 22P1055300403 汉语言文学

张雪纯 22P1055300613 汉语言文学

陈倩兰 22P1055300507 汉语言文学

朱佳敏 22P1055300724 汉语言文学

张玲 22P1055300409 汉语言文学

谭榕 22P1055300803 汉语言文学

邹韶芳 22P1055300330 汉语言文学

黄丹 22P1055300810 汉语言文学

姚文波 22P1055300606 汉语言文学

曾晓乔 22P1055300621 汉语言文学

禹雅 22P1055300806 汉语言文学

刘俑君 22P1055300704 汉语言文学

赵欢 22P1055300602 汉语言文学

宋鑫 22P1055300528 汉语言文学

何雨桐 22P1055300329 汉语言文学

王斐 22P1055300417 汉语言文学

李思情 22P1055300418 汉语言文学

陈会芳 22P1055300523 汉语言文学

曾弘 22P1055300426 汉语言文学

邱锋 22P1055300718 汉语言文学

周桥丽 22P1055300720 汉语言文学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易龙滔 22P1055300722 汉语言文学

赵美艳 22P1055300414 汉语言文学

莫青凤 22P1055300505 汉语言文学

李莉 22P1055306201 汉语言文学

喻文芳 22P1055300506 汉语言文学

朱樱 22P1055300716 汉语言文学

戴晓琴 22P1055306202 汉语言文学

杨敏 22P1055300728 汉语言文学

陈俊宇 22P1055300730 汉语言文学

彭凤来 22P1055300808 汉语言文学

谢舒舒 22P1055300623 汉语言文学

田小菲 22P1055301329 商务英语

张琴 22P1055300814 商务英语

夏悦 22P1055301026 商务英语

杨慧 22P1055301605 商务英语

罗瑾萱 22P1055301320 商务英语

谭雅丽 22P1055301308 商务英语

吴优 22P1055300916 商务英语

李嘉琳 22P1055301409 商务英语

刘富英 22P1055301412 商务英语

邹盼盼 22P1055300906 商务英语

雷婷 22P1055301202 商务英语

谢红芊 22P1055301104 商务英语

谢亚婷 22P1055301018 商务英语

成凰 22P1055301317 商务英语

欧阳旭鹏 22P1055300920 商务英语

钟艳 22P1055301407 商务英语

杨洋 22P1055301106 商务英语

张婷 22P1055300910 商务英语

李晴 22P1055300919 商务英语

罗瑶 22P1055301323 商务英语

马艳 22P1055300917 商务英语

周莹 22P1055301525 商务英语

肖芳 22P1055301413 商务英语

雷玲 22P1055300821 商务英语

丁英 22P1055301014 商务英语

欧晔 22P1055301011 商务英语

唐梅梅 22P1055300825 商务英语

刘萍 22P1055301012 商务英语

罗娟 22P1055300918 商务英语

黄璐 22P1055300927 商务英语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杨熹 22P1055301016 商务英语

旷沛琳 22P1055301120 商务英语

曾佳 22P1055301414 商务英语

夏琳芝 22P1055301501 商务英语

李智峰 22P1055301426 商务英语

曾伟兰 22P1055301110 商务英语

赵金芝 22P1055300926 商务英语

彭思敏 22P1055301609 商务英语

刘乐 22P1055301108 商务英语

刘阳 22P1055301512 商务英语

廖菲菲 22P1055301009 商务英语

陈湘 22P1055305407 旅游管理

余佩 22P1055305225 旅游管理

刘婷婷 22P1055305227 旅游管理

杨天宝 22P1055305412 旅游管理

单海倩 22P1055305422 旅游管理

周莎 22P1055305414 旅游管理

张家艳 22P1055305315 旅游管理

罗金玉 22P1055305710 旅游管理

彭晓 22P1055305713 旅游管理

潘雨欣 22P1055305322 旅游管理

王琴 22P1055305524 旅游管理

王佳欣 22P1055305310 旅游管理

杨倩 22P1055305226 旅游管理

杨欣宇 22P1055305411 旅游管理

彭金平 22P1055305316 旅游管理

谭雅玲 22P1055305723 旅游管理

肖蕾佳 22P1055305509 旅游管理

罗谦 22P1055305229 旅游管理

胡利遥 22P1055305317 旅游管理

杨清 22P1055305220 旅游管理

陈江华 22P1055305221 旅游管理

刘文君 22P1055305328 旅游管理

周魏 22P1055305728 旅游管理

杨诗音 22P1055305224 旅游管理

金涵 22P1055305611 旅游管理

李容 22P1055305719 旅游管理

肖丫敏 22P1055305702 旅游管理

毛叠 22P1055305228 旅游管理

闵邵 22P1055305519 旅游管理

肖洁 22P1055305512 旅游管理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邓玲艳 22P1055305301 旅游管理

文晓静 22P1055305707 旅游管理

谭敏 22P1055305727 旅游管理

周欢 22P1055305413 旅游管理

邓千华 22P1055305429 旅游管理

彭丹 22P1055305612 旅游管理

唐柳 22P1055305715 旅游管理

黄盼 22P1055305522 旅游管理

蓝雨晴 22P1055305515 旅游管理

周灿 22P1055305401 旅游管理

廖柔红 22P1055305712 旅游管理

陈媛媛 22P1055305218 旅游管理

毛馨怡 22P1055305718 旅游管理

吴碧莲 22P1055305303 旅游管理

吴舒瑶 22P1055305502 旅游管理

李贵玲 22P1055305405 旅游管理

王芊芝 22P1055305726 旅游管理

黄怡 22P1055305514 旅游管理

蒋亚银 22P1055305711 旅游管理

颜元波 22P1055305314 旅游管理

刘诗婕 22P1055305028 财务管理

魏乐 22P1055305113 财务管理

吴琛 22P1055304415 财务管理

谭佳辰 22P1055304606 财务管理

鲁梦云 22P1055305029 财务管理

欧阳淳 22P1055304626 财务管理

杨金晶 22P1055305001 财务管理

张慧敏 22P1055305115 财务管理

周勤秀 22P1055305118 财务管理

张梦迪 22P1055305109 财务管理

蒋婷 22P1055304210 财务管理

张继棋 22P1055304624 财务管理

陈佳 22P1055304906 财务管理

颜铁红 22P1055304511 财务管理

王亚军 22P1055304501 财务管理

蔡超俊 22P1055305207 财务管理

汪恬璇 22P1055304902 财务管理

彭蕾 22P1055304720 财务管理

周涛 22P1055304708 财务管理

雷文碧 22P1055305125 财务管理

王慧 22P1055304217 财务管理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单男 22P1055305209 财务管理

杨瑾宏 22P1055304329 财务管理

罗诗彩 22P1055304514 财务管理

李东美 22P1055304630 财务管理

伍彩 22P1055305116 财务管理

罗佳 22P1055304423 财务管理

刘赛兰 22P1055304524 财务管理

贺露婷 22P1055304404 财务管理

谢娜 22P1055304220 财务管理

刘熹旻 22P1055304502 财务管理

黄宜 22P1055304611 财务管理

陈飞 22P1055305123 财务管理

田玉洁 22P1055304922 财务管理

吴丹 22P1055305023 财务管理

金贝 22P1055305030 财务管理

彭亚 22P1055305217 财务管理

郭佳鸣 22P1055305103 财务管理

曹应彬 22P1055304913 财务管理

谢雪美 22P1055304823 财务管理

隆佳欣 22P1055304522 财务管理

丁临波 22P1055304603 财务管理

杨楠 22P1055304702 财务管理

肖美玉 22P1055305112 财务管理

李心雨 22P1055304808 财务管理

滕小银 22P1055304402 财务管理

廖敏慧 22P1055304507 财务管理

黄常烙 22P1055304617 财务管理

张洋洋 22P1055304224 财务管理

黄喜欢 22P1055305213 财务管理

谢清明 22P1055304921 财务管理

郭聘成 22P1055305925 音乐学

张昊哲 22P1055306120 音乐学

李俊涛 22P1055306030 音乐学

李兰 22P1055305917 音乐学

曾栩妮 22P1055305921 音乐学

杨易婷 22P1055306002 音乐学

刘鑫宇 22P1055306011 音乐学

颜晓龙 22P1055306019 音乐学

黄喻淞 22P1055305923 音乐学

谭寒薇 22P1055306005 音乐学

汤嘉怡 22P1055305915 音乐学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向素珍 22P1055306012 音乐学

丁雨晴 22P1055306128 音乐学

彭佳文 22P1055306010 音乐学

何思琪 22P1055306006 音乐学

沈莹茵 22P1055306003 音乐学

彭琴 22P1055305922 音乐学

鲁诗涵 22P1055306102 音乐学

陈至睿 22P1055306126 音乐学

周汇琦 22P1055306021 音乐学

吴姣 22P1055306115 音乐学

周嘉怡 22P1055305920 音乐学

吴嘉仪 22P1055306017 音乐学

黄莎莎 22P1055306119 音乐学

王艺璇 22P1055306008 音乐学

彭丹 22P1055306013 音乐学

袁茗茗 22P1055306015 音乐学

李欣桐 22P1055306114 音乐学

陶鑫 22P1055306104 音乐学

李钰琪 22P1055305924 音乐学

佘诗雨 22P1055306020 音乐学

郭佳妮 22P1055306014 音乐学

谢泽宇 22P1055306009 音乐学

袁菊 22P1055306018 音乐学

魏星 22P1055306129 音乐学

陈沛琦 22P1055306113 音乐学

傅紫萱 22P1055306118 音乐学

贺闽湘 22P1055306130 音乐学

赵静茹 22P1055306103 音乐学

罗丽 22P1055305929 音乐学

刘梦炜 22P1055305930 音乐学

唐异和 22P1055306004 音乐学

肖思美 22P1055305926 音乐学

张澜馨 22P1055306022 音乐学

舒霞 22P1055306027 音乐学

胡春艳 22P1055306111 音乐学

廖珍男 22P1055306124 音乐学

钟运飞 22P1055306026 音乐学

肖岳兴 22P105530181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蒋其明 22P105530210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黄海清 22P105530201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欧伟康 22P105530191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梁珊 22P105530191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袁仕伟 22P105530180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郭奥扬 22P105530191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胡巍 22P105530161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剑锋 22P105530213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雷益帮 22P105530182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徐贻杰 22P105530170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周可 22P105530191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蒋文博 22P105530171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凌思颖 22P105530211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丁鸿昌 22P105530202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姜霄枭 22P105530170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基亮 22P105530190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余欣 22P10553017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周子翔 22P105530191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郑永康 22P105530180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匡光搏 22P105530192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赵亚杰 22P10553021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曾宇 22P10553020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莫逸 22P105530201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翟晗 22P10553017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朱丽敏 22P105530191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东明 22P10553016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肖钢强 22P105530200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廖华俊 22P105530201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罗湘凤 22P105530182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文博 22P105530171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湘林 22P105530212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军强 22P105530180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刘家辉 22P105530171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曾国勇 22P105530182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元枫 22P105530172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史书镗 22P105530202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唐良华 22P105530190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王江涛 22P105530181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贺鹏 22P105530312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马梓茜 22P10553039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志勇 22P10553030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肖学琛 22P10553029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薛新裕 22P105530372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范斌 22P105530360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李振强 22P105530352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权武 22P10553031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黄松 22P10553037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彬 22P10553030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阳 22P10553029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陈柳 22P10553032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若琦 22P10553036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宁珏 22P10553037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黄美婷 22P10553030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航 22P10553036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罗斌 22P10553031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周志丽 22P10553032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洋 22P105530312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刘咏喆 22P10553028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谭作福 22P10553033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屈丹鸿 22P10553039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梁仁平 22P10553035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鑫 22P10553039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吴浪 22P10553032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艾艳婷 22P10553031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何玉婷 22P10553039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粟江 22P10553034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何慧颖 22P10553033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艳红 22P10553029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英 22P105530390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肖婷 22P105530380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昆贸 22P10553039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孙鹏 22P10553028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文波 22P10553062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吴江 22P10553036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熊一航 22P105530290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付文广 22P10553030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康凯 22P10553036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杜思汝 22P10553037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苏琼 22P10553039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敏 22P10553039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徐鑫 22P10553030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谢周锋 22P10553029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彭俊杰 22P105530290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杨雨露 22P10553038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赵威 22P10553037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胡召军 22P10553029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李喆 22P10553032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邓娅丽 22P1055302807 电子信息工程

张丽 22P1055302801 电子信息工程

李捷 22P1055302526 电子信息工程

曹俊 22P1055302618 电子信息工程

龙海林 22P1055302709 电子信息工程

陈伟 22P1055302209 电子信息工程

古世林 22P1055302210 电子信息工程

舒志鹏 22P1055302227 电子信息工程

孔小妹 22P1055302809 电子信息工程

杨旭杰 22P1055302811 电子信息工程

周卓 22P1055302409 电子信息工程

黎浩森 22P1055302616 电子信息工程

陈婉婷 22P1055302214 电子信息工程

扶田恬 22P1055302817 电子信息工程

郑英杰 22P1055302614 电子信息工程

刘国栋 22P1055302725 电子信息工程

郭园园 22P1055302620 电子信息工程

蒋振华 22P1055302428 电子信息工程

左洁 22P1055302629 电子信息工程

唐绍慧 22P1055302819 电子信息工程

雷欣兰 22P1055302805 电子信息工程

朱景文 22P1055302310 电子信息工程

鄢家豪 22P1055302818 电子信息工程

李鑫琦 22P1055302802 电子信息工程

吴金泽 22P1055302425 电子信息工程

翁振杰 22P1055302224 电子信息工程

周骏龙 22P1055302230 电子信息工程

粟杰 22P1055302520 电子信息工程

黄家柠 22P1055302212 电子信息工程

林维娜 22P1055302606 电子信息工程

蔡优朵 22P1055306209 电子信息工程

罗吉强 22P1055302610 电子信息工程

杨妮 22P1055302226 电子信息工程

杨少鹏 22P1055302302 电子信息工程

张梓明 22P1055302308 电子信息工程

陈玲艳 22P1055302715 电子信息工程

段艳玲 22P1055302803 电子信息工程

向海飞 22P1055302220 电子信息工程

刘宸锴 22P1055302724 电子信息工程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彭梓航 22P1055302218 电子信息工程

何艺 22P1055302623 电子信息工程

李文杰 22P1055302219 电子信息工程

刘杰 22P1055302328 电子信息工程

尹晓云 22P1055302228 电子信息工程

周锴 22P1055302424 电子信息工程

曾兴旺 22P1055302522 电子信息工程

邓慧娟 22P1055302707 电子信息工程

向淑杨 22P1055302630 电子信息工程

田生成 22P1055302601 电子信息工程

陈丹 22P1055304011 环境工程

聂梦薇 22P1055304204 环境工程

雷莉 22P1055304103 环境工程

陈丽 22P1055304101 环境工程

李云龙 22P1055304007 环境工程

陈乐 22P1055304012 环境工程

侯海丽 22P1055304126 环境工程

刘思婷 22P1055304013 环境工程

肖振东 22P1055304010 环境工程

李文曦 22P1055304019 环境工程

刘晓洪 22P1055304109 环境工程

张晏铭 22P1055304202 环境工程

楼奇都 22P1055304005 环境工程

何霞 22P1055304105 环境工程

欧阳佳良 22P1055304002 环境工程

苏芳 22P1055304111 环境工程

顾权 22P1055304127 环境工程

高文武 22P1055304008 环境工程

汤燕妮 22P1055304021 环境工程

刘宛莹 22P1055304128 环境工程

黄雪怡 22P1055304123 环境工程

曾志清 22P1055304207 环境工程

童耀芳 22P1055304027 环境工程

三措吉 22P1055304025 环境工程

吴桐 22P1055304102 环境工程

蔡雨杰 22P1055304115 环境工程

朱显婷 22P1055304130 环境工程

姓名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房洁心 22P1055304029 环境工程

贺庆秋 22P1055304028 环境工程

胡泽淮 22P1055304106 环境工程

曾芯媛 22P1055304108 环境工程

廖贝贝 22P1055304023 环境工程

叶浩扬 22P1055304206 环境工程

徐俊林 22P1055304119 环境工程

陈苏倚 22P1055304009 环境工程

田诗雯 22P1055304124 环境工程

杨力 22P1055304107 环境工程

阳志禹 22P1055304205 环境工程

王颖 22P1055304020 环境工程

蒋晨 22P1055304122 环境工程

杨怡峰 22P1055304006 环境工程

郭挥宇 22P1055304114 环境工程

张林昊 22P1055304121 环境工程

丁涵奇 22P1055304117 环境工程

卢晓明 22P1055304118 环境工程

李霞 22P1055304120 环境工程

张乐 22P1055305802 体育教育

张录洪 22P1055305810 体育教育

艾力·亚森 22P1055305905 体育教育

李文皓 22P1055305806 体育教育

柳雄威 22P1055305912 体育教育

于婷 22P1055305907 体育教育

韩斗 22P1055305811 体育教育

唐欣玥 22P1055305808 体育教育

李文源 22P1055305914 体育教育

刘雪彬 22P1055305828 体育教育

唐智君 22P1055305814 体育教育

吴金杏 22P1055305820 体育教育

杨军林 22P1055305818 体育教育

刘杰 22P1055305803 体育教育

张旭芳 22P1055305910 体育教育

颜思影 22P1055305822 体育教育

陈子涵 22P1055305913 体育教育

韩吉龙 22P1055305805 体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