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号 姓名 学历校验结果 学籍校验结果
410295916 杨梦珠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170 于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298903 王庸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7137 李丹萍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1873 王密思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597189 贾昊添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713 郭华琴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8487 陈梦瑶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394123 杨翌欣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1848 张彦其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693287 时义兵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3872 高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799347 周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2799355 汪煜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6409 张敩丹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499636 张林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183194 左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8656 周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3774 刘家峰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399981 赵秋水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370187685 王东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183218 马洪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4336 张永立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598615 黄玲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70166757 刘菲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176540 王迎春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8801 陈志豪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8264 李明娟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497378 李恬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8577 宋琳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211 王景民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540 陈军利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793754 张璐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231 宋青青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130494001 魏建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8631 陈阳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7225 王中州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295853 陈甜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9248 韩丽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8453 李睿姿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130489766 李碧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167663 鲁海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8139 王小倩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6286 郭培玲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6908 杨萍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69347 朱贵贤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512 郭鵬冲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3652 李亚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5731 仲辉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4318 曹红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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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93189 闫涵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9004 张玉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9113 王玉梅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792 翟莉英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497896 李芷儒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298877 王飘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22195610 唐丽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70796084 韩婧婧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9279 曲首一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394309 张克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41398091 薛成烨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5507 梁丽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7335 尚欢鸽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595238 闫婷婷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698958 张黎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9771 雷界廷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3594 吴倩楠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7228 李冰冰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596294 李庆功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598218 姜秋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8795 付换芝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1694665 殷知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4083 魏晓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7468 张亚萌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41397874 柳玉芳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9790 张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2146 赵静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392155 李丹丹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2233 王蓓蓓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2409 詹刘冰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0394398 张雅文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499312 牛亚茜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196838 王黎明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598949 冯瑞鹤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40797139 胡宝林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9267 胡利堂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0284 张文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5818 闫丽君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90552 赵欣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6925 刘柏伶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897807 王艳娜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70143 钱水征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81086 王萍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5912 刘茜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495766 张培培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597071 杨蒙蒙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196426 赵小萌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492801 孙晓轲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70632 王威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780 王昊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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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96401 周胶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693091 王雪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370167649 郭梦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762 冯静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460 朱婷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397846 孙月红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9451 刘萌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7050 张慧珂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130496075 常鹏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2593 平东晓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6388 李帅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199138 潘小丽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168854 王红姝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9940 陈晓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4999 赵倩雯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6907 王丽琴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432 刘鲲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6798 吴倩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5887 丁文怡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6442 王静静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41193573 柴舒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4912 秦方舒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692827 姜姝慈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5412 王康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692866 陈育铃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360699725 侯雅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3220 刘彦丽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90794 吴卫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109 姚青青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2899533 尹菲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4524 弓慧雯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9113 张晓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105 张嫱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496916 王超群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4912 张海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799745 熊运喆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50397007 吴月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学历码有疑问。
410168962 陈帅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83242 马楠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98493 雷宇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494437 骆理想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598898 张萍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322194733 黄庆富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4726 顾莉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8292 宋子琦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650399202 宋静雯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7454 董佳佳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796120 董小杰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1398637 周思琦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7163 和山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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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98340 黄轩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8080 靳志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9644 李洛伟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9035 赵丽霞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299638 李嘉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7322 吴淑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7254 贺迎迎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341292843 云理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9578 柳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9632 王佩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8859 杨芳草 校验未通过，学历码有疑问。
411393489 刘亚琼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496865 律锐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9126 张丽杰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9675 孙名利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192174 赵新伟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897288 李宗良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393484 孙婉颖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8043 蔡淼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3762 吴雅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035 尚银凤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811 李贝贝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4409 邵亚光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187166 万亚娟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4927 张红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141 赵晨瑶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7766 马佳会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8781 孙安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6398 严亚乐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497442 崔璨璨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8573 朱艳华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1388741 马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5592 张东彬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203 刘志庆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897046 李山雷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8124 窦玉凤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185436 马冬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70185474 李浩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670 田佳溧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9082 刘改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696151 耿翎翔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299587 李宗锴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399362 陈楠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299986 娄大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3670 任红珂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1570 张千一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9969 申思琪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41398096 樊颖异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0290 康文娟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86409 孙佳源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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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87663 丁时鬲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098600 朱全齐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495623 赵贺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197885 王亚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8500 许霄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91704 李怡丹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2582 李一格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495680 王文文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394243 张志业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9823 尹闻晓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9992 秦朝倩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2276 胡惠娜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397914 周成梅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111799935 张珍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68389 焦鹏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0849 王瑞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2610 刘进亚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3179 王一闯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4744 刘洋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7069 王永锋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7843 李凯强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78225 田丰源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79810 张静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1494 郭长林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184371 郝佳慧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9986 路国涛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93389 李巧玲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199934 宋歌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776 路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5937 陈先见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688 马婷婷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9004 何劼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496996 李留辉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0497640 王黎扬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2747 吴昊文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594706 石政霖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196482 王沛锦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199742 郗小果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299637 孟凯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3788 肖婕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494 李绍辉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6963 张瀚月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594282 王鹏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596441 魏闻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22192850 周振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22193016 卞艺桦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22193835 王云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322196313 王雪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22196649 王涛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22497846 陈林南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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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68623 李铮阳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69816 郭帅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6087 李嫱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186135 李天出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296645 李强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8174 王建英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2775 师强子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496632 丁立康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499275 付永慧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897336 闫既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9064 史素红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1393719 段煜歆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3760 刘振亮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178 彭京锋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5071 廉政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496000 郭万军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692657 娄春林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795578 赵英善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113198515 苗诗瑶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7264 冯利娟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298578 吕翊君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794042 武春燕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899639 郎田利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3995404 郭远博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370683985 徐琛鉴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3903 刘知晓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84774 申高曌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8288 赵磊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395927 李笑梅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341398943 宁侠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370194208 李咸敏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175250 薛航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182027 梁晓贝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5222 尚玉霞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0393161 刘少恒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395970 王亚飞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499153 段晓芳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797607 申爽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897210 程丙星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394343 李冰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411394384 刘雨帆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4135 吴冀原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498918 李辉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411595550 王兴卫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597883 汪思然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学习形式有疑问。
411692716 夏承沛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299687 郑晓洁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410591166 王振杰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410796532 宋抗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1394885 赵世魁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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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95383 王海东 校验未通过，证件号码有疑问。
411499323 李静静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410297039 卢锦凡 校验通过。 有研究生学籍。
410595163 张月莹 校验通过。 有研究生学籍。
410899132 刘顺晓 校验通过。 有研究生学籍。
410175613 陆飞 校验通过。 有研究生学籍。
415298628 承文举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321482761 李雨阳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5699677 胡文远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22696212 袁林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0297607 邢洁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40493255 王秋彤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416799266 董晓炜 校验通过，但非应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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