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2022级“行知创新实验班”预录取名单公示

序号 证件号码 姓名 性别 所在二级学院 所在专业

1 500235********8209 邬馥励 女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2 500112********5776 幸小舜 男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3 500382********9204 莫露露 女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4 500234********3726 彭文璐 女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5 500230********1905 杨寒 女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6 500237********0026 谢嘉 女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7 500112********099X 冯健晨 男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8 500106********3834 霍昱霖 男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9 510921********5025 姜焱 女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10 500243********0023 张进怡 女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11 500234********7025 田静 女 政治与法律学院 法学
12 411422********7044 刘安妮 女 政治与法律学院 法学
13 330324********2282 季可瑜 女 政治与法律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4 500114********2883 吴欣怡 女 政治与法律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5 500103********3829 汤思思 女 政治与法律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16 500107********8927 沈春雨 女 工商学院 会计学
17 500231********6049 周坪凡 女 工商学院 会计学
18 500235********7668 汪文 女 工商学院 会计学
19 500102********0507 王紫盈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 500230********5580 秦杭艳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1 500231********682X 朱梦雪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2 500233********6885 黄美竹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3 341723********0362 曾妍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4 500382********086X 何羽 女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类
25 500101********4768 刘晨熙 女 学前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6 500226********2229 邱佳鳐 女 学前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7 500234********081X 张瑞 男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8 500234********1302 夏雪 女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29 500102********9696 常潇禾 男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30 500235********2579 谭威 男 机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31 500224********4663 周训燕 女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2 500102********6263 胡飞 女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3 500229********0026 邬婷婷 女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4 500224********6164 欧洁 女 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5 500232********0218 周嘉诚 男 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36 500235********7652 钟智 男 计算机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37 500101********6444 张燕诗 女 护理学院 护理学
38 500115********5120 吕涵奕 女 护理学院 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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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500107********6114 冷雪钢 男 护理学院 护理学
40 500101********7110 汪侣豪 男 护理学院 护理学
41 433125********4324 彭显花 女 护理学院 护理学
42 500101********6138 李一鑫 男 建筑与设计学院 风景园林
43 510522********9561 熊丽 女 建筑与设计学院 园林
44 500227********8225 赵秀灵 女 建筑与设计学院 园林
45 500382********0860 肖馨宇 女 艺术学院 音乐学
46 330183********4566 章天真 女 艺术学院 表演
47 500106********2822 赵娅澜 女 艺术学院 表演
48 500115********6115 夏毓直 男 艺术学院 表演
49 500107********7920 卢廷钰 女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50 522130********4426 李新秀 女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