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考生号 姓名 预录取专业名称

20111488800625 于*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04 刘*怡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29 周*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488800647 马*然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488800595 何*洁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42 姚*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583 刘*齐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594 王*瑶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30 高*乐 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方向)

20111488800591 张*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31 王*坤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488800598 秦*远 公共事务管理

20111488800606 张*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46 刘* 财务管理（智慧财税方向）

20111488800589 宋*杰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44 马*蕊 财务管理（智慧财税方向）

20111488800593 李*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19 朱*凡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599 李*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585 陈*鑫 护理

20111488800601 张*萌 公共事务管理

20111488800648 金*齐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488800581 尹*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02 靳* 公共事务管理

20111488800605 郭*宇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488800645 张* 财务管理（智慧财税方向）

20111488800592 陆*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03 孙*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66 田*升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586 齐*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37 袁*泽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00 李*洁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582 高*君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16 杨*轩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12 李*彤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597 樊*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43 宋*云 公共事务管理

20111488800653 党*仪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59 薛*隆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633 南*艺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35 吴*琦 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方向)

20111488800664 张*洋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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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488800657 张*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590 马*萌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488800628 侯*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26 陈*然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587 黄*豪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22 宋*翀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588 米*奇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596 乔*悦 公共事务管理

20111488800663 毛*健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613 王*飞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488800650 靳*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67 王*麟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658 连*宾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652 贺*琪 护理

20111488800608 张*盛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07 韩*康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65 段*鹏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661 李*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634 李*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488800662 吴*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621 尚*岩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10 孙*钘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56 杨*杰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670 于*渌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624 梁*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27 李*佳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68 王*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609 郑*天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488800617 王*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15 郑*峰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488800611 王*远 护理

20111488800636 李*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488800620 张*阔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14 邢*昊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669 李*俊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655 刘*杰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488800584 孟*成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32 王*腾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23 阚*尘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49 沈*欣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660 杨*豪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488800641 孔*众 护理

20111488800640 谷*涵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39 李*豪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618 朱*贤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88800638 孙*锋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188800022 刘*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188800025 王*凯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188800026 马*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877701528 苏*辉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188800023 朱*轩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188800027 屈*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813600140 王*晴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188800024 黄*彬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213602062 张* 护理

20111877701547 刘*心 护理

20110837707138 陆*豪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877701543 王*旗 护理

20111888800064 冯*鹏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588800462 王*博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377702233 石* 护理

20111345602201 杨* 护理

20110588800377 崔*静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77701523 赵*洁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77701526 王*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88800060 郑*坡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877711656 李*阳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112602961 戴*羽 护理

20111334501766 张* 护理

20110988800049 王*颖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77701774 马*跃 护理

20111877700454 朱*颖 护理

20111488800311 张*骏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77701789 曹*乐 护理

20111877701756 娄*宇 护理

20111612320037 张* 护理

20111877700506 张*迪 护理

20111177702658 于* 护理

20111177702656 董* 护理

20111488800192 苏*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177702653 郭*辉 护理

20110888800301 张*怡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788800002 贾*雨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714601179 杨*岳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688800004 张*龙 护理

20110588800382 高*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524502741 王*帅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113502488 赵* 护理

20111277702383 岳*静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888800157 姜*涵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577703240 张*齐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788800751 王*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488800275 刘*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135602598 刘*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588800322 赵* 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方向)

20110888800168 张* 护理

20110214503353 田*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0888800309 高*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588800107 麻*萱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712301363 郑*铭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135602597 蔡*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988800052 王*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488800028 张*宇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588800012 付* 护理

20110635601285 张*宇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725600600 张*璐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612320003 崔*瑞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923600420 李*雯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724500235 乔*峰 护理

20111177702654 刘* 护理

20111488800018 王*雨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488800020 王*佳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112300001 申*梓 护理

20110588800746 杨*生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261 陈*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277702617 刘*露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134502575 杨*晨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488800262 王*东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623720242 于*涵 护理

20110588800744 凌*逸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277702988 张*杰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0588800180 杨*华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612320035 金*浩 护理

20110888800310 王*臣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0888800308 李*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612340002 李*铮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888800056 娄*杰 护理

20111888800058 唐*卿 护理

20110712300744 赵*凯 护理

20110814511253 叶*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588800336 张*睿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277702588 郝*彤 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方向)

20111988860035 刘*新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988860043 李*骏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788800753 马*源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0588800338 邸*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877701505 王*晟 护理

20110888800156 王*仪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45601414 张*瑞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377701959 党*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634520276 刘*豪 护理

20110788800754 白*菲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177702642 魏*棋 护理

20110712301314 李*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623420185 孟* 护理

20111114602511 王* 护理

20110614501566 崔*雄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488800029 沈*骁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934540251 王*恒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712401368 贾*然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0111588800595 计*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612320039 彭*宇 护理

20111888800065 乔*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177702639 丁*娜 护理

20110588800340 张*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412401266 龚*朝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512601549 肖*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77701762 杨* 护理

20111488800266 贾*洋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88800008 李*奇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925640176 昝*凡 护理

20111723500213 刘*晨 机电一体化技术(京东智慧仓储订单班)

20111977740337 赵*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588800016 李*昊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377701960 黄*涛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688800013 吕*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877701771 李*龙 护理

20111888800048 李*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20111877701728 学*宇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77701716 刘*鑫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0111877701725 苗*青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612520076 谭*强 护理

20111477700100 张*博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723400861 吴* 护理

20110913400343 郭*雨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277700640 王*盛文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988800060 毛*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0988800003 刘*骏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877701754 李* 护理

20111888800099 朱*佳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623420179 徐*然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115602517 李*明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234503272 李*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888800467 果*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0888800092 张* 护理

20111977740338 赵*涛 护理

20111777701286 沈*静 护理

20110523502500 黄*琪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888800001 张*伟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0634501595 霍*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0635601609 董*涵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0588800334 胡*萌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888800367 张*臣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新能源网联方向、祥龙奔驰奥迪订单班)

20111334601804 刘*强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0111277700890 杨*文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877701758 钱* 护理

20110113604562 冯*萌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823406883 张*涵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0111735600740 闫*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977740331 姚*旗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812306720 王*坤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877701783 刘*怡 护理

20111335602344 李*彤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488800265 张*杭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725600700 芮*桐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1934540263 朱*宇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812301601 王*峥 护理

20111945610246 李*琦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588800277 张*典 护理

20111912640194 李*美 护理

20111777701389 王* 护理

20111912540189 房*欣 护理

20111713601170 张*宇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588800190 崔*雨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923400389 史*一 机电一体化技术(京东智慧仓储订单班)

20110788800755 邵*晨 计算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方向)

20111277700906 洪*博 护理

20111877701736 刘*桐 护理

20111488800564 杨*博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0577701570 朱*宇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0234505929 张* 护理

20110812306696 姜*伟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0111288808263 郭*君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977740334 张*豪 护理

20111912340080 张* 护理

20110213605491 张*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1725600879 王*跃 国际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方向)

20110588800290 王*熙 护理

20111877701792 田*垒 护理

20110512301799 茅*雨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488800563 许*庆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0110213400592 王*雨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977740310 李*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110845609651 王*东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823611066 郭*维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524500952 贾*楠 机电一体化技术(自来水集团订单班)

20111534502716 李*辰 安全技术与管理(城市管理与监察方向)

20111137702609 陈* 人力资源管理

20111123502539 金* 老年服务与管理(智慧康养与社会照护方向)

20110813511143 刘*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20110223405604 单*荷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112304525 陶* 人力资源管理

20110823405212 周*钧 机电一体化技术(京东智慧仓储订单班)

20110825610582 傅*淇 劳动与社会保障

★最终录取名单以北京教育考试院公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