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级拟取消入学资格学生名单 
序

号 
考生号 姓名 

性

别 
专业名称 备注 

1 2032130215100495 卞利 女 市场营销 逾期未报到 

2 2032038115100356 曹慧莹 女 会计 退学 

3 2032072215500107 曹克 男 建设工程监理 逾期未报到 

4 2032030145500189 陈根 男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退学 

5 2032120115501857 陈华东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6 2032030115505026 陈晓云 女 建设工程管理 退学 

7 2032010615501191 陈云云 女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8 2032030145500245 褚福文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退学 

9 2032072215100170 单华 男 会计 逾期未报到 

10 2032092415500189 董德顺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11 2032030145500215 董政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12 2032030145100011 段明 男 电子商务 退学 

13 2032083015100130 樊志雯 女 市场营销 逾期未报到 

14 2032030115505557 范宜香 女 软件技术 退学 

15 2032030145500049 冯思号 男 工程造价 退学 

16 2032070115501935 伏广翰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17 2032030145500028 耿道同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18 2032132415500247 巩健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逾期未报到 

19 2032060115503513 顾维淼 女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逾期未报到 

20 2032030145500079 韩枫 男 工程造价 退学 

21 2032030145500095 胡进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逾期未报到 

22 2032030145100049 胡千禧 男 会计 退学 

23 2032030145500158 胡子昂 男 工程造价 退学 

24 2032130245100011 吉星 男 电子商务 逾期未报到 

25 2032082915500264 季少刚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逾期未报到 

26 2032081215501634 姜敬茂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27 2032068415500177 蒋赛花 女 安全技术与管理 逾期未报到 

28 2032030115100318 金家乐 男 酒店管理 退学 

29 2032062315500413 晋凡程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30 2032030145500235 冷大雨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31 2032032415100142 李闯 男 电子商务 退学 

32 2032030145500260 李国强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33 2032032115100023 李世磊 男 物流管理 逾期未报到 

34 2032030105501547 李奕贤 男 建设工程管理 逾期未报到 

35 2032030145100002 李振 男 市场营销 退学 

36 2032030155502189 厉颖 女 软件技术 退学 

37 2032072315500045 刘冠军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38 2032030145500068 刘欢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39 2032032415500077 刘姗姗 女 建设工程监理 退学 

40 2032032315500144 刘新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退学 

41 2032030145500045 刘尊兴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42 2032030115503046 卢丹 女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逾期未报到 

43 2032030105502649 马红领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44 2032030145500171 齐帅 男 机电一体化技术 退学 

45 2032100125502241 钱正敏 女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技术 
退学 

46 2032030115500221 任升 男 建设工程管理 退学 

47 2032030115501216 尚祺皓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48 2032030115100965 石芳名 女 会计 退学 

49 2032030115502685 史德驰 男 建设工程管理 退学 

50 2032030145100053 史磊 男 市场营销 退学 

51 2032130245500029 宋磊 男 水利工程 逾期未报到 

52 2032030145100018 宋文韬 男 市场营销 退学 

53 2032030145100013 孙景景 男 物流管理 退学 

54 2032030115503826 唐普刚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退学 

55 2032081215502102 王笛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56 2032030145500133 王盼盼 男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技术 
退学 

57 2032030145500146 王治伟 男 工程造价 退学 

58 2032038115100320 魏永存 男 物流管理 逾期未报到 

59 2032058215100727 邬卫云 女 社区管理与服务 退学 

60 2032040115104489 吴红升 男 电子商务 退学 

61 2032032215100243 吴会 女 会计 逾期未报到 

62 2032030145500221 吴小勇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63 2032030145500217 徐丰良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64 2032030145500029 徐善权 男 工程造价 退学 

65 2032032215100398 徐艳楠 女 市场营销 退学 

66 2032038215100692 闫修语 男 市场营销 逾期未报到 

67 2032030145500024 杨存宝 男 工程造价 退学 

68 2032030145500139 杨建垒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退学 

69 2032010045100041 杨普 男 市场营销 退学 

70 2032038115100137 杨昔龙 男 市场营销 逾期未报到 

71 2032030145500060 姚尧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72 2032130215501132 余煊 男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逾期未报到 

73 2032010615101105 袁洁 女 电子商务 逾期未报到 

74 2032030145500022 翟贺贺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75 2032030145100033 张鼎 男 物流管理 退学 

76 2032030115505285 张静 女 工程造价 退学 

77 2032030145500145 张宁宁 男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退学 

78 2032050115504194 张秋分 女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79 2032060145500247 张新春 男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逾期未报到 

80 2032050715100650 张雪玉 女 市场营销 退学 

81 2032032415500511 赵方 男 工程造价 逾期未报到 

82 2032032415500493 赵晓雪 女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逾期未报到 

83 2032030145500254 赵岩岩 男 建设工程管理 退学 

84 2032070315500470 周国庆 男 园林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85 2032081215501914 周建凌 男 工程造价 退学 

86 2032038115500468 周敏 女 建设工程管理 逾期未报到 

87 2032030515100004 周士程 男 市场营销 逾期未报到 

88 2032030515500535 周文旋 男 软件技术 退学 

89 2032010615501564 周志超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90 2032032415500234 朱大伟 男 工程造价 逾期未报到 

91 2032030145500147 朱家宁 男 计算机网络技术 退学 

92 2032028115502003 朱楠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退学 

93 2032030145500020 朱培 男 建设工程监理 退学 

94 2032030145500162 庄凯 男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95 2032050115504983 邹斌 男 建筑工程技术 逾期未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