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录取院校 录取专业

曾臣华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造价

蒋传炼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王雪玲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廖文杰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魏银禹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王彩霞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陈万兴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造价

赵泽民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罗鑫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徐顺添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蒲哲源 贵州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许熠 贵州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张龙 贵州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仁武 贵州师范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林正强 贵州师范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徐光明 贵州师范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龙雪 贵州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艾延好 贵州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刘小平 贵州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

高雨欣 贵州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李珠珠 贵州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王喜妍 贵州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刘泽洋 贵州师范大学 工程管理

黄朝洋 贵州师范大学 财务管理

吉永会 贵州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王景兴 贵州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赵海凤 贵州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刘维宇 贵州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周礼骜 贵州师范大学 体育教育

毛露颖 贵州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杨晓莹 贵州师范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周恩俊 贵州师范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龙诗玲 贵州师范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王艳 贵州师范学院 公共关系学

胡争松 贵州师范学院 公共关系学

梅黎芳 贵州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王维洪 贵州师范学院 休闲体育

胡蜜 贵州师范学院 休闲体育

肖谦 贵州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翁维浩 贵州师范学院 休闲体育

刘双 贵州师范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韦文云 贵州医科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黄涛 贵州医科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陈明雪 贵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

卢元兴 贵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

刘睿 贵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

雷杨 贵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

郭文晶 贵州民族大学 工程管理

廖绍武 贵州民族大学 工程管理

潘康丽 贵州民族大学 工程管理

徐元燚 贵州民族大学 工程管理

叶乐涵 贵州民族大学 土木工程

郭本静 贵州民族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张曾桐 贵州民族大学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陈赛 贵州民族大学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周秘 贵州民族大学 会计学

李茜 贵州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黄璐 贵州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张海涛 贵州民族大学 工商管理

禄讯 贵州民族大学 会计学

崔跃 贵州民族大学 会计学

杨雷 贵州民族大学 会计学

廖永贵 贵州民族大学 会计学



郭盈 贵州民族大学 产品设计

刘斯琴 贵州民族大学 产品设计

杨字俊 贵州财经大学 工程管理

白忠宇 贵州财经大学 工程管理

周恒 贵州财经大学 工程管理

龙生雄 贵州财经大学 工程管理

王绍炜 贵州财经大学 工程管理

彭元线 贵州财经大学 酒店管理

班木英 贵州财经大学 酒店管理

周稚皓 贵州财经大学 工程管理

罗奉鑫 遵义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刘良康 遵义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何锦瑞 遵义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罗兰 遵义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田榆 遵义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杨丹凤 遵义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梁运要 遵义师范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高静茹 遵义师范学院 舞蹈编导

吴雨丝 遵义师范学院 舞蹈编导

穆婷婷 遵义医科大学 医学信息工程

江月 遵义医科大学 护理学

韦梓豪 贵州理工学院 交通工程

胡在豪 贵州理工学院 交通工程

刘锟锟 贵州理工学院 交通工程

王利 贵州理工学院 交通工程

谢吉雪 贵州理工学院 工程管理

王龙 贵州理工学院 工程管理

朱羿 贵州理工学院 交通工程

周游游 贵州理工学院 交通工程

张晶 贵阳学院 建筑学

罗隆纪 贵阳学院 软件工程

李玉胜 贵阳学院 软件工程



朱林 贵阳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李江林 贵阳学院 物流管理

何明东 贵阳学院 体育教育

柯燃男 贵阳学院 体育教育

陈雯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黄冰杰 贵州商学院 旅游管理

吴青芸 贵州商学院 市场营销

田雪松 贵州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吴繁 凯里学院 工程造价

龙熠霖 凯里学院 舞蹈学

雷敏敏 六盘水师范学院 城乡规划

李应权 六盘水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曾志力 六盘水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潘仕兰 六盘水师范学院 舞蹈表演

梁冉 茅台学院 市场营销

龙智慧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陈明红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安选宇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周蕊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黄清清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彭倪馨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广播电视学

臧天怀 安顺学院 体育教育

王惠 安顺学院 艺术设计学

李锦林 安顺学院 艺术设计学

毕菜琴 安顺学院 艺术设计学

丁京 安顺学院 艺术设计学

陈锦红 安顺学院 艺术设计学

李政鑫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刘文贤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罗双燕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黄丽丽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曹星星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韩薇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旅游管理

吴桐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旅游管理

郭露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旅游管理

祖晗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体育教育

陈建建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体育教育

吴常万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体育教育

昌永佩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吴西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黄明洙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陈敖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陈妍竹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罗悦绮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李国清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穆艺萌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造价

潘慧敏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蒋会 贵阳信息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

包航 遵义医科大学医学与科技学院 护理学

陈堃瑾 遵义医科大学医学与科技学院 护理学

兰国云 遵义医科大学医学与科技学院 护理学

任美玲 遵义医科大学医学与科技学院 护理学

粟庭庭 遵义医科大学医学与科技学院 护理学

马子渊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谢啸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田永龙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汪显昀昀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护理学

龙美玲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护理学

赵慧敏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护理学

郭元元 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 护理学

张猛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林祥府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艾泽溆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胡子洪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子龙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沈雪峰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许警文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唐骏骉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财务管理

罗芳怡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会计学

王文浩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电子商务

张仁康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罗淇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王浩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陈文杰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王悦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会计学

薛玲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汤廷浪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会计学

杨娇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会计学

骆柳霞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会计学

罗世黔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财务管理

王敏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会计学

李姣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吴奇星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会计学

高浩生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 行政管理

罗传丽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程莹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吴芳蓉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袁志群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陈浪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旅游管理

曹玛玲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

罗洪火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张欣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吴泰花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

黄明吉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解然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黄河深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何露霞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环境设计

刘璇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