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学历校验结果 学籍校验结果
410166578 吴秀秀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0193483 王宁宁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40494048 詹佳颖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0298609 胡文敏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0499588 刘亚南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0198443 娄世坤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3199839 张雨桐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6999376 孙青山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0181822 谢晓晓 校验通过。 有研究生学籍。
210792008 陈玉花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5904 李向超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410165906 王帅鹏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410195248 陈岍尧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5278 张媛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631 韩悦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6903 王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7201 苏柏林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9063 赵会会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099626 张鑫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7436 赵炎炎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299483 王庸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5864 陈明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79466 郭记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8786 王子颖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628 庞振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7506 王露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9193 闫素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799624 杨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131087873 刘圆圆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370185918 王雪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2997039 周莹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3368 张蕾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5204 许梦静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5305 梁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353 齐雪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3306 张楚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7961 未冰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8752 秦小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290 姜保杰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8090 张封科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185338 马相儒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595717 王颖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597918 胡玉召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6414 王兴卫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428 莫琳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4944 范春燕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6643 郭婧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7129 黄玲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学历码有疑问。
370178693 邸西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519 刘婉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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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177677 王璐璐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5663 张李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706 周嘉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794482 董柯卿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164 康冰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6067 时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8957 戴兴华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795314 任梦菲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201 侯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5276 宋青青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410166582 贺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7381 张献伟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795952 付晨曦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学历码有疑问
410185897 李淑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6005 李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5830 肖东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794484 石建新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798698 周广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3360 杨慧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6649 郭玮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7516 刘海霞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91721 荀陶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82532 李洁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5087 郑玉凤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学历码有疑问
410190332 于淼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2454 鲁润心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594582 黄甜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5083 霍东霞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1498804 王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7807 张鹏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5572 黄玲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99081 张青荫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7243 杨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9920 冯玉英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798302 张朝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8486 樊向辉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6144 冯冰璐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020 朱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2914 郭家豪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3996477 潘元龙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410398276 姬园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332 李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7397 杨春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8149 李亚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1319 刘亚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994 陈思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299304 王琳琳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498054 屠祎琦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594673 卢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7671 王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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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795733 陈会珍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797953 方丽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299344 张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494 张蓓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694386 段小凡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703 吴硕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2799528 曾德林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8928 谢小军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6403 周霞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7507 王荣融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7860 姜秋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8972 胡伟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6826 薛自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8334 李萌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学历码有疑问。
410594408 刘璐璐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999938 郭莹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799578 张家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6878 周春洁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298008 唐铭召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69376 樊丽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4233 张静华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92684 宋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006 杨丹丹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297224 丁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9619 宋晓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6846 李慧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395259 窦素梅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498102 任鑫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4539 李越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697337 尹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294 李建平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41188120 詹伟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42494991 张文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242 史会先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6372 李诗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798412 范创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3890 丁倩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497610 蔡静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4159 李静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1794558 王森磊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794768 田芮华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2599555 魏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899521 冯莲莲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7144 黄亚楠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101 栗玲玲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297446 杨青文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798765 史瑞波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1796466 刘婉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555 李亚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8469 张亚杰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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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93052 张梦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9106 王立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6771 穆春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4247 李丹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8337 周胶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632 杨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5931 裴斐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8131 杨晓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9015 侯青霞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497917 苑萌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9976 李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491 王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088 杨振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498 韩悦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797067 宋亮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5652 李志磊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999198 王睿卿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7770 朱方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999600 胡丹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9488 潘小丽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172640 刘晓晓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3118 王昆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0586 孙彩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8235 葛志贤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8075 李城煜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592386 朱芳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8385 李凡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9729 田利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8504 刘亚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9731 盖杰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1798799 李小昂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6937 吉梦凯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046 王蔚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9261 唐梦雅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41194959 柴舒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295563 李文领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799647 刘梓杨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8708 黄小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8888 孟得展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634 张华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497198 郑媛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8239 朱晓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9764 孟祥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7169 黄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7043 付换芝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9598 赵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799988 来蔓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7832 范慧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7967 李路路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2303 侯若愚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第 4 页，共 11 页



报名号 姓名 学历校验结果 学籍校验结果
410181918 高雪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2599295 全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099 路明月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6517 王瑶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22995240 李迎慧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295272 朱俊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8064 郭佳林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4874 宋雨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7628 陈豆豆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141095830 赵一超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372993326 张俊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685 贾一凡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9318 刘晨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6733 徐月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8638 雷震地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5016 陈艺文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393436 王澜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91243 齐朝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7797 宋昊轩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698505 赵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6691 冯振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533 赵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6778 孙兰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9133 胡建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7405 杜羽庆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8603 郭逸诚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7992 陈松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781 李旭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6925 王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6541 陈思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799933 杨烁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7348 李纵道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7378 贾思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178 李振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41294526 云理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375 王淑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807 周卓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711 孟永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670 刘梦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573 王红亮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5215 亓晓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9015 阎碧岑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7916 薛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9151 关胜萍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4618 李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426 李柯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4983 杨洁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774 田建华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794605 王明威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573 段向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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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596914 孙方正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821 王雷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5592 姜福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043 杨瑞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7100 吴飞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6445 宋亚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5320 李梦焕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444 白上圆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60389890 陈毅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500195479 熊瑶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699289 方丹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3196 纪晓朵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581 刘传仁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4636 周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761 郭兵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827 徐德璞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8245 马晓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7304 董策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294186 李太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6041 曹山山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274 王鹏维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67449 赵一惠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5993 焦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3777 程腾辉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493883 王自强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321991302 丁燕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30497998 韩园满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0017 易海云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483 史肖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042 陈方方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633 张艳萍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6017 闫金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782 赵超雨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7340 张玉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901 左月英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977 李艳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878 张莹莹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9292 王晨旭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961 赵亚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3041 马江帆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593540 孟鑫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6714 刘正茹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4051 闫晓喻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9297 郭培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3613 郭晓贤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1797027 张曼曼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2599390 张晴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3995170 冯赟杰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411393900 陈冰洁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8603 窦玉凤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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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94280 李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150497730 刘乙霆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学历码有疑问
410298104 朱让普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7422 田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8267 苏格格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2599268 刘振亮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428 赵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008 陈腾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993 刘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799 郭华琴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551 高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799 朱超亚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2987 李天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2745 杨潇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9531 张依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197094 邹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5512 陈发亮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395515 闫淑贤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7917 崔常俊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78932 申世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1491 薛媛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671 张旭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204 冷月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3862 熊慧丹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82803 魏洪丞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4911 闫腾飞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5206 赵睆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4656 赵汉青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694947 李燕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797359 孙五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40495431 郭雅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1172 张孟磊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8404 李萌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108 叶子帆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495370 刘晓艳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696917 赵桓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599353 何德超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82428 史嘉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4087 周静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6491 孙广娜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4768 刘秀秀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499537 王玲玲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597677 王帅琦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898742 张亚欣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9379 高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989605 张旭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66773 马莉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95437 赵丽欣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3417 杨洋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1398052 单丽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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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65875 何汗青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5905 孙福源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6330 焦健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6604 王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7406 李培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167610 柳杨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7687 师伟强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68018 岳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8038 赵观奇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68601 邵亚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9513 李四化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71851 林社杰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71935 杨俊武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3387 王钞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6003 胡淞皓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7616 胡幸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8033 夏文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9064 董庆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9454 曹宇珂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9967 张鹏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180421 张留明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1933 张向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6855 陈娟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9157 郝佳慧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9227 宋歌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4176 李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490 刘朋朋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4898 沈诗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025 朱峰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297 马婷婷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455 李一禛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6082 于莲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495 李志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715 李朋涛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299532 路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534 李汶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1915 王瑞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2475 王培源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6976 杨杰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793292 牛婷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5297 李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5490 李伏江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4098 李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257 王钟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928 张琨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4939 王京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494021 张鹏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498287 殷良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130795064 王雅琨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22093223 还梦啸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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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93473 王越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22194420 解惠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22194858 姚楠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40493748 丁超逸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41196130 武磊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60183038 肖丹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70286975 李菲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70287897 张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495214 李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1194698 史鸿戬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1392810 王刚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7800 王开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9086 张勇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9502 高昂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7125 崔小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8672 王晓丹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8752 魏伟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9846 史素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940 杨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471 丰晨烨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052 邱洁净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5531 郝亚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592341 李冠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2379 彭琳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5591 崔凤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3222 石非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793229 韩丽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3230 王琦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793992 孙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4917 李倩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796124 刘亮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309 张慧通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4328 刘尊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410 高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22594105 官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22597674 秦亚婧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520180826 万雪雁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520191461 贾亚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621099069 牛丽峰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70882150 单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6478 徐晓雨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7442 李宁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8673 袁峥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8756 孙潇枫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220 杨雪芹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78329 刘金锦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86951 王硕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5099 张昂昂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6636 熊常玮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460 王泽慧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第 9 页，共 11 页



报名号 姓名 学历校验结果 学籍校验结果
410298553 王科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3334 乔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8861 赵金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9728 梁爽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795333 崔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5849 刘华贤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594 杜明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798062 王淑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511598643 魏峥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7813 朱登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1639 王红超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8618 吴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4525 康燕青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8054 李嘉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4418 张洁洁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4466 潘俊以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118 焦其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641 司牧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7087 陈俊杰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7968 时孟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053 李磊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028 赵亚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5379 周全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9606 轩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6860 孙玉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4497 杨占山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794803 刘佳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5553 张志豪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397474 李浩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9530 刘志友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650693308 赵坤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322194715 邓大祥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177163 杨亮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7899 宋翠英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1302 高志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6363 张家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8437 丁美汝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4489 王宇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924 杨雯蒨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539 杨海斌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6833 梁家铭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961 张焕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985 窦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185 李芹芹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497700 马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4416 赵文娇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795089 岳苗苗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学习形式、
410796663 田荣荣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4162 王璐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494331 许思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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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号 姓名 学历校验结果 学籍校验结果
411598391 王浚权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794619 郭学云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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