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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101 第01考场 1 边少东 男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6

1041710102 第01考场 2 蔡子怡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7.5

1041710103 第01考场 3 曾延庆 男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1

1041710104 第01考场 4 陈恺丽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5

1041710105 第01考场 5 陈可欣 女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0

1041710106 第01考场 6 陈琴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1

1041710107 第01考场 7 陈姗姗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8

1041710108 第01考场 8 陈诗嘉 女 九江职业大学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9.5

1041710109 第01考场 9 程倩馨 女 南昌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9

1041710110 第01考场 10 程玮琳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6.5

1041710111 第01考场 11 段青琴 女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5

1041710112 第01考场 12 方亚丽 女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9

1041710113 第01考场 13 方志博 男 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2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1

1041710114 第01考场 14 傅美凤 女 江西师范大学鹰潭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6.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6.5

1041710115 第01考场 15 甘兆琴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5

1041710116 第01考场 16 高琦蕾 女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9.5

1041710117 第01考场 17 高咏志 男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7

1041710118 第01考场 18 戈新燕 女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9.5

1041710119 第01考场 19 古正兰 女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6

1041710120 第01考场 20 管燕兰 女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7

1041710121 第01考场 21 郭慧颖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2

1041710122 第01考场 22 郭琴 女 景德镇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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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123 第01考场 23 郭艳红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8

1041710124 第01考场 24 何嘉钰 女 江西先锋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2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0

1041710201 第02考场 1 胡梦凯 女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9

1041710202 第02考场 2 胡人文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2.5

1041710203 第02考场 3 黄翠萍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0

1041710204 第02考场 4 黄罗涵子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8

1041710205 第02考场 5 黄敏萱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9.5

1041710206 第02考场 6 黄仕荣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缺考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缺考

1041710207 第02考场 7 黄文煜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1.5

1041710208 第02考场 8 黄赟川 女 景德镇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0

1041710209 第02考场 9 黄云隆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0.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0.5

1041710210 第02考场 10 金恺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2.5

1041710211 第02考场 11 金旭 女 景德镇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1

1041710212 第02考场 12 雷仔红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6

1041710213 第02考场 13 冷靖宜 女 九江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8.5

1041710214 第02考场 14 李嘉威 男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7.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9

1041710215 第02考场 15 李梦琳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1

1041710216 第02考场 16 刘缙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5

1041710217 第02考场 17 刘可意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0

1041710218 第02考场 18 刘琳 男 江西师范大学鹰潭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0.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0.5

1041710219 第02考场 19 刘玲玲 女 南昌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8

1041710220 第02考场 20 刘梦平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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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221 第02考场 21 刘诗璇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4.5

1041710222 第02考场 22 刘雪凯 女 九江职业大学 财务管理 管理学 缺考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缺考

1041710223 第02考场 23 刘玉婷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缺考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缺考

1041710224 第02考场 24 龙梦情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缺考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缺考

1041710301 第03考场 1 罗超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7

1041710302 第03考场 2 罗俐 女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4

1041710303 第03考场 3 马玉莺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0

1041710304 第03考场 4 欧阳俞亭女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4.5

1041710305 第03考场 5 潘新秀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2.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0.5

1041710306 第03考场 6 彭晶 女 南昌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9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6

1041710307 第03考场 7 彭妮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5

1041710308 第03考场 8 彭起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6

1041710309 第03考场 9 皮磬 女 南昌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6

1041710310 第03考场 10 邱潼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2.5

1041710311 第03考场 11 裘明琪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2.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5

1041710312 第03考场 12 汤文静 女 南昌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缺考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缺考

1041710313 第03考场 13 陶霞 女 江西师范大学鹰潭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0

1041710314 第03考场 14 童倩文 女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9

1041710315 第03考场 15 万琪 女 南昌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4

1041710316 第03考场 16 万钰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3.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4

1041710317 第03考场 17 王红玉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4.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0

1041710318 第03考场 18 王颖 女 景德镇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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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319 第03考场 19 王雨琪 女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3.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7

1041710320 第03考场 20 王钰佳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9.5

1041710321 第03考场 21 王毓茹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4

1041710322 第03考场 22 温柔 女 江西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4

1041710323 第03考场 23 吴婧雅 女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9.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9

1041710324 第03考场 24 吴娟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5

1041710401 第04考场 1 吴梦亚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2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6

1041710402 第04考场 2 吴宇梦 女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3

1041710403 第04考场 3 伍春芬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9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6

1041710404 第04考场 4 夏子瑜 女 南昌工程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9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8

1041710405 第04考场 5 肖敏 女 东华理工大学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4

1041710406 第04考场 6 谢珊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1.5

1041710407 第04考场 7 谢思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4

1041710408 第04考场 8 辛红佳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9

1041710409 第04考场 9 熊婷 女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7

1041710410 第04考场 10 徐彩琴 女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6

1041710411 第04考场 11 徐欢娜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7.5

1041710412 第04考场 12 晏婷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8.5

1041710413 第04考场 13 杨陈燕 女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4.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5

1041710414 第04考场 14 杨聪敏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2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4

1041710415 第04考场 15 杨柳 女 新余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2

1041710416 第04考场 16 杨清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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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417 第04考场 17 杨苏萍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9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3

1041710418 第04考场 18 杨洋 男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缺考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缺考

1041710419 第04考场 19 叶家森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免试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免试 免试

1041710420 第04考场 20 易黎玥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1

1041710421 第04考场 21 易思琪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7.5

1041710422 第04考场 22 易雨涵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3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3.5

1041710423 第04考场 23 尹丹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1

1041710424 第04考场 24 尹诗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1.5

1041710501 第05考场 1 尹晓萱 女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0

1041710502 第05考场 2 俞益杰 男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7

1041710503 第05考场 3 袁春萍 女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6

1041710504 第05考场 4 袁琪 女 南昌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4

1041710505 第05考场 5 张娣娣 女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0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7

1041710506 第05考场 6 张立健 男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7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0.5

1041710507 第05考场 7 张倩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4.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8

1041710508 第05考场 8 张炜佳 女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0.6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7

1041710509 第05考场 9 张昕玥 女 九江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43.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4

1041710510 第05考场 10 赵伟 男 南昌理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52.2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48

1041710511 第05考场 11 钟娜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7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75

1041710512 第05考场 12 周波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1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35

1041710513 第05考场 13 周芳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80

1041710514 第05考场 14 周盼 女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3.9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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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515 第05考场 15 周鹏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缺考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缺考

1041710516 第05考场 16 朱瑞阳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7.5

1041710517 第05考场 17 邹婷 女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64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54

1041710518 第05考场 18 邹艺曦 女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88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61.5

1041710519 第05考场 19 邹永锋 男 宜春学院 财务管理 管理学 35 会计学（基础会计、财务会计） 22

1041710520 第05考场 20 付云燕 女 宜春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大学国文 71 现代汉语 44.5

1041710521 第05考场 21 刘思豆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国际教育 大学国文 60 现代汉语 57.5

1041710522 第05考场 22 舒伊如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国际教育 大学国文 缺考 现代汉语 缺考

1041710523 第05考场 23 敖兰 女 南昌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31.5 中国现代文学史 47

1041710524 第05考场 24 曾园园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41 中国现代文学史 63

1041710601 第06考场 1 陈欢 女 景德镇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2 中国现代文学史 61

1041710602 第06考场 2 陈怡琳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1 中国现代文学史 61

1041710603 第06考场 3 邓君君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5 中国现代文学史 63

1041710604 第06考场 4 郭盛花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4 中国现代文学史 68

1041710605 第06考场 5 胡彬琪 女 豫章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81 中国现代文学史 84

1041710606 第06考场 6 胡梦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9 中国现代文学史 77

1041710607 第06考场 7 胡跃思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7 中国现代文学史 75

1041710608 第06考场 8 黄丽 女 新余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2 中国现代文学史 56

1041710609 第06考场 9 黄恬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610 第06考场 10 黄辛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6 中国现代文学史 79

1041710611 第06考场 11 蒋玉婷 女 南昌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4 中国现代文学史 77

1041710612 第06考场 12 匡佳怡 女 南昌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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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613 第06考场 13 匡恺瑜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1 中国现代文学史 54

1041710614 第06考场 14 赖国凤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8 中国现代文学史 69

1041710615 第06考场 15 雷静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8 中国现代文学史 77

1041710616 第06考场 16 李秀苓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9 中国现代文学史 68

1041710617 第06考场 17 凌佳艺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31 中国现代文学史 53

1041710618 第06考场 18 刘玉瑶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2 中国现代文学史 62

1041710619 第06考场 19 龙知建 男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5 中国现代文学史 75

1041710620 第06考场 20 陆晨茜 女 豫章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7 中国现代文学史 72

1041710621 第06考场 21 陆凤凰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35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622 第06考场 22 罗钰洁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2 中国现代文学史 76

1041710623 第06考场 23 罗园园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8 中国现代文学史 73

1041710624 第06考场 24 骆诗晨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6 中国现代文学史 61

1041710701 第07考场 1 马静茹 女 豫章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6 中国现代文学史 91

1041710702 第07考场 2 彭娜 女 豫章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84 中国现代文学史 83

1041710703 第07考场 3 彭欣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5 中国现代文学史 66

1041710704 第07考场 4 彭雪峰 男 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48 中国现代文学史 56

1041710705 第07考场 5 彭雅婷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8 中国现代文学史 57

1041710706 第07考场 6 阮美铃 女 鹰潭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3 中国现代文学史 77

1041710707 第07考场 7 盛友娣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91 中国现代文学史 74

1041710708 第07考场 8 舒瑶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709 第07考场 9 汤珍珍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8 中国现代文学史 64

1041710710 第07考场 10 唐淼屏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3 中国现代文学史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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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711 第07考场 11 滕晓琳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0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712 第07考场 12 王海婷 女 九江职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2 中国现代文学史 77

1041710713 第07考场 13 王莉娟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8 中国现代文学史 77

1041710714 第07考场 14 王若然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5 中国现代文学史 61

1041710715 第07考场 15 王玉如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716 第07考场 16 王子塘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5 中国现代文学史 48

1041710717 第07考场 17 吴宇冲 男 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4 中国现代文学史 79

1041710718 第07考场 18 肖紫玉 女 南昌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5 中国现代文学史 63

1041710719 第07考场 19 谢芸莲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9 中国现代文学史 87

1041710720 第07考场 20 辛丽娟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1 中国现代文学史 67

1041710721 第07考场 21 熊静雅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8 中国现代文学史 76

1041710722 第07考场 22 吁佩琦 女 豫章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18 中国现代文学史 39

1041710723 第07考场 23 吁佩欣 女 豫章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18 中国现代文学史 32

1041710724 第07考场 24 颜乐凯 男 南昌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801 第08考场 1 晏敏东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34 中国现代文学史 45

1041710802 第08考场 2 杨倩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0 中国现代文学史 77

1041710803 第08考场 3 叶泉 男 九江职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8 中国现代文学史 86

1041710804 第08考场 4 叶雅瑞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805 第08考场 5 易思婷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806 第08考场 6 尤温莎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3 中国现代文学史 80

1041710807 第08考场 7 张海波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81 中国现代文学史 73

1041710808 第08考场 8 张锦芳 女 南昌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缺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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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10809 第08考场 9 张乃惠 女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9 中国现代文学史 88

1041710810 第08考场 10 张一雅 女 九江职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48 中国现代文学史 缺考

1041710811 第08考场 11 赵翔 男 宜春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3 中国现代文学史 69

1041710812 第08考场 12 钟玲招 女 九江职业大学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77 中国现代文学史 82

1041710813 第08考场 13 钟美玲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6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6

1041710814 第08考场 14 朱漪菲 女 豫章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大学国文 54 中国现代文学史 53

1041720901 第09考场 01 程九昌 男 九江职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73 数据结构 54

1041720902 第09考场 02 古金涛 男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缺考 数据结构 缺考

1041720903 第09考场 03 郭军宏 男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76 数据结构 20.5

1041720904 第09考场 04 胡芳芳 女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缺考 数据结构 缺考

1041720905 第09考场 05 廖铠 男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缺考 数据结构 缺考

1041720906 第09考场 06 欧阳林 男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49 数据结构 20

1041720907 第09考场 07 谢绍勇 男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56 数据结构 19

1041720908 第09考场 08 谢宇 男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82 数据结构 63

1041720909 第09考场 09 熊贤兴 男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缺考 数据结构 缺考

1041720910 第09考场 10 徐建周 男 九江职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60 数据结构 14

1041720911 第09考场 11 徐喆武 男 宜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66 数据结构 42

1041720912 第09考场 12 许窈 女 江西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77 数据结构 64

1041720913 第09考场 13 易雪峰 男 九江职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35 数据结构 12

1041720914 第09考场 14 张家津 男 九江职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56 数据结构 40

1041720915 第09考场 15 朱德鸿 男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91 数据结构 55

1041720916 第09考场 16 庄晨晨 女 九江职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C语言 61 数据结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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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20917 第09考场 17 蔡姗儒 女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4 护理学基础 66.5

1041720918 第09考场 18 崔旭艳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0919 第09考场 19 方昌海 男 南昌理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0920 第09考场 20 黄村如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0921 第09考场 21 黄斯妮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2 护理学基础 77

1041720922 第09考场 22 冀花瑛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0923 第09考场 23 李莎莎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7 护理学基础 61

1041720924 第09考场 24 李雨晨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8 护理学基础 58.5

1041721001 第10考场 01 罗慧敏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9 护理学基础 60.5

1041721002 第10考场 02 潘有娟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6 护理学基础 61.5

1041721003 第10考场 03 潘云帆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1004 第10考场 04 沈雪婷 女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1005 第10考场 05 王瑶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0 护理学基础 63.5

1041721006 第10考场 06 吴江平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0 护理学基础 58.5

1041721007 第10考场 07 武静静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8 护理学基础 53.5

1041721008 第10考场 08 习影娣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5 护理学基础 67

1041721009 第10考场 09 徐林洁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50 护理学基础 74.5

1041721010 第10考场 10 徐瑶芝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7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1011 第10考场 11 薛俊玲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1012 第10考场 12 杨兰兰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1013 第10考场 13 杨琪琪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1014 第10考场 14 姚鑫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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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21015 第10考场 15 叶亚苹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19 护理学基础 64.5

1041721016 第10考场 16 张宝玉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5 护理学基础 76

1041721017 第10考场 17 张铃彬 女 南昌理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缺考 护理学基础 缺考

1041721018 第10考场 18 张梦囡 女 南昌理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0 护理学基础 65

1041721019 第10考场 19 张青淮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17 护理学基础 53

1041721020 第10考场 20 张颖 女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2 护理学基础 50.5

1041721021 第10考场 21 赵银漪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0 护理学基础 71.5

1041721022 第10考场 22 郑好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41 护理学基础 63.5

1041721023 第10考场 23 周艳 女 江西科技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76 护理学基础 75

1041721024 第10考场 24 陈佩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53 美学与医学美学 53.5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1 第11考场 01 程姝敏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15 美学与医学美学 37.5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2 第11考场 02 高迎香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81 美学与医学美学 49.5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3 第11考场 03 黄桂芳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67 美学与医学美学 46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4 第11考场 04 黄栗娜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61 美学与医学美学 48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5 第11考场 05 黄艳青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41 美学与医学美学 43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6 第11考场 06 况婷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8 美学与医学美学 54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7 第11考场 07 李清清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63 美学与医学美学 56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8 第11考场 08 梁甜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62 美学与医学美学 59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09 第11考场 09 陆梦露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56 美学与医学美学 36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0 第11考场 10 邱文婷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0 美学与医学美学 43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1 第11考场 11 谭宇星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53 美学与医学美学 51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2 第11考场 12 魏琼玲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5 美学与医学美学 48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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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721113 第11考场 13 吴杰 男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7 美学与医学美学 41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4 第11考场 14 谢欢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3 美学与医学美学 25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5 第11考场 15 谢露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46 美学与医学美学 41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6 第11考场 16 羊静婷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56 美学与医学美学 59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7 第11考场 17 易玉露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41 美学与医学美学 60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8 第11考场 18 易泽棋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1 美学与医学美学 44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19 第11考场 19 俞凌倩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52 美学与医学美学 52.5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20 第11考场 20 张茜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27 美学与医学美学 38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21 第11考场 21 张雨婷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8 美学与医学美学 47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22 第11考场 22 朱郑琴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8 美学与医学美学 51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23 第11考场 23 邹福林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38 美学与医学美学 35.5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21124 第11考场 24 邹琪 女 宜春学院 护理学 人体解剖学 54 美学与医学美学 42 医学美容技术方向

1041731201 第12考场 01 曹世山 女 九江职业大学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65.7 美术（手工制作） 79

1041731202 第12考场 02 陈蕾 女 宜春学院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78.3 美术（手工制作） 82

1041731203 第12考场 03 丁姝玮 女 宜春学院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84.7 美术（手工制作） 76

1041731204 第12考场 04 揭梦琳 女 宜春学院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79.7 美术（手工制作） 83

1041731205 第12考场 05 李琬珺 女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82 美术（手工制作） 92

1041731206 第12考场 06 卢颖 女 宜春学院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71.7 美术（手工制作） 71

1041731207 第12考场 07 罗玥雯 女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73.3 美术（手工制作） 69

1041731208 第12考场 08 温柔云 女 宜春学院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67.7 美术（手工制作） 86

1041731209 第12考场 09 杨紫颐 女 宜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76 美术（手工制作） 70

1041731210 第12考场 10 张存红 女 宜春学院 学前教育 音乐（声乐或器乐） 74 美术（手工制作）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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