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1 程铭 **************0029

2 林钦泽 **************4233

3 孙丽萍 **************5528

4 牛世杰 **************0532

5 甘俐俐 **************5526

6 杨子涵 **************1026

7 刘丽瑶 **************2920

8 陈思 **************8404

9 郭彩梅 **************0041

10 毕思琦 **************0329

11 孙蕾 **************6924

12 张新茹 **************3948

13 孙玉洁 **************5225

14 刘春璐 **************2021

15 徐梦桐 **************2627

16 纪路宇 **************0618

17 王艳 **************6125

18 王嘉琪 **************0226

19 郭尽美 **************5544

20 毛雨 **************0027

21 吕可可 **************502X

22 宋佳琪 **************7944

23 王贺新 **************2725

24 谷旭佳 **************2566

25 梁琦 **************0046

26 卢梦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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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杨义静 **************3522

28 韩冰玉 **************0328

29 张平原 **************1062

30 张迪 **************1541

31 郭曼丽 **************0527

32 高易 **************6314

33 刘思羽 **************2122

34 郑甜甜 **************3667

35 万瑞 **************6848

36 纪奕 **************1527

37 李丽璇 **************0048

38 崔云霄 **************6047

39 佟欣 **************1124

40 陈志伟 **************4913

41 薛一鸣 **************0019

42 张静萍 **************1623

43 董军 **************5419

44 马佳 **************1120

45 潘晓芳 **************2224

46 黄诗棋 **************0424

47 王冰倩 **************0028

48 蔡雪敏 **************4863

49 朱祎 **************4067

50 冯兰淇 **************0445

51 王植 **************1814

52 柏艺珊 **************1225

53 李程睿 **************0322

54 张肖 **************2515

55 张春梅 **************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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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张泽雨 **************0529

57 魏僮 **************0623

58 霍翠珠 **************4826

59 杨宇博雪 **************6729

60 武鑫 **************6326

61 刘佳斌 **************3819

62 赵宇娇 **************0168

63 赵陈怡 **************1628

64 周博文 **************0058

65 李慧 **************1141

66 司燕冉 **************2421

67 张嘉裕 **************0087

68 史雪然 **************1827

69 巴旭成 **************181X

70 李闪闪 **************6422

71 李静波 **************004X

72 耿学伟 **************001X

73 白雨 **************0120

74 江楠 **************0227

75 王奕彤 **************0021

76 张金阳 **************7521

77 杨尚典 **************4013

78 王悦然 **************5323

79 陈龙 **************2010

80 李聪聪 **************5519

81 逄文浩 **************5316

82 郭妍宇 **************0024

83 王旭 **************4910

84 来芸芸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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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叶子健 **************0012

86 闫佳玲 **************236X

87 高清泉 **************1716

88 张旭 **************4832

89 贾忠明 **************0530

90 曹宇萌 **************1021

91 耿连恒 **************0813

92 张思嫚 **************1022

93 王卉 **************5628

94 孙昊政 **************0319

95 贾小波 **************2118

96 刘胜男 **************2727

97 蒋涛涛 **************7215

98 曹智扬 **************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