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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006 9011.00 60 81.08 金云霄、郭丽芳 邱伟明 张永平 高超 冯彩玉 王瑞萍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007 9874.00 80 93.12 谢丹凤、王春光 杨磊磊 韩茹月 毕浚榛 辛春梅 冯昌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本科 BYSJ20180008 4100.00 28.70 赵山 高自通 刁胜园 李贞辉 鲁典谱 赵恒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本科 BYSJ20180009 9621.00 90 94.35 陈记豪 秦疆伟 任毅迪 聂此瑾 朱心心 刘晨曦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本科 BYSJ20180012 9305.00 90 92.14 赵素娟 朱姣兰 黄少丹 张晓微 黄紫淳 卓曼凡 廖名丝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本科 BYSJ20180013 9684.00 80 91.79 赵素娟 巫小倩 李宗肯 潘俊羽 许宏毅 曾婉菲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本科 BYSJ20180015 200.00 80 25.40 王锋、赖笑 杨正 王仁杰 李雯慧 周浩 蒋双蔓

湖南农业大学 本科 BYSJ20180017 4300.00 90 57.10 吴凤平 尹国庆 李金蕾 王风 邱倩 詹德彬

山东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020 9916.00 80 93.41 李坤、任晓宇 王银广 刘大志 李雨蔓 崔冉冉 徐智慧

青岛滨海学院 本科 BYSJ20180023 8589.00 80 84.12 张春梅、郜丽波 周华杰 曹绘彪 杨鹏 申继鲁 周华杰

湖南农业大学 本科 BYSJ20180024 5600.00 90 66.20 吴凤平 肖天龙 李小红 凌欣逸 赵丹青 霍磊晨

常熟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033 8737.00 80 85.16 李国文 闫晶 彭欢 彭欢 彭欢 彭欢 彭欢

云锡之星 BYSJ20180038 60 18.00 

青岛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045 6316.00 60 62.21 孙芳宁；陈祥凤 陈弘卿 曾祥碟 谢鹏昊 王德祥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046 7432.00 80 76.02 徐玲玲   乔丽艳 李潇伟 刘河川 许思涵 周静 张琳先

凯里学院 本科 BYSJ20180048 5700.00 80 63.90 梁哨、潘昌仁 王贵宏 杨平 禹朋 潘志谈 向冬松

天津城建大学 本科 BYSJ20180049 8421.00 80 82.95 王凯、潘辉 胡波浪 吴佳跃 刘超然 李元庆 王明宇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本科 BYSJ20180050 4100.00 28.70 张丽  沈丽 杨学 甘昌杰 罗雷 钟杨 何玉玢

青岛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051 5700.00 60 57.90 孙芳宁 王环宇 杨辉凡 田书源 王环宇 李东明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061 8195.00 80 81.37 胡瑛莉 农漪 朱世锦 林颖杰 经有植 陆红浩 韦振伟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本科 BYSJ20180062 4700.00 60 50.90 岳世燕 潘雅馨 李欣 杨磊 胡人源 王艳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068 5000.00 60 53.00 江梅、张喻超 刘涛 韦国江 张会团 李豪 杨福美

湖南大学 本科 BYSJ20180070 8358.00 80 82.51 杨亚频 庞斯仪 刘娟 马雪金 吴芊凝 陈凡琦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074 8758.00 90 88.31 毛小敏 程梦想 周思琦 成厚良 鲁雨 傅海彬

广西财经学院 本科 BYSJ20180077 1600.00 90 38.20 梁华 韦梅霜 丘树 龙宪文 磨漫淇 熊基姣

大连大学 本科 BYSJ20180079 2300.00 16.10 郝丽，董海 蒋怀梅 邹雨彤 郎潇铉 唐毅 邹美嘉

湖南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080 8463.00 80 83.24 刘康兴 唐佼 尹澍东 王小丽 徐嘉豪 张茜 邱来福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本科 BYSJ20180081 3600.00 60 43.20 王棋杭 张曼妮 徐焕鲳 许梓楷 刘祚桦 陈润瀚

云南锡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082 8216.00 60 75.51 江梅，张喻超 钟耀 刘明松 魏琳琳 杨德辉 李霄亭

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 本科 BYSJ20180087 6958.00 60 66.71 杜鹃、王玉鹅 董垄基 李鸿 王琦 石婷 李银银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090 8589.00 80 84.12 杨亚频 黄嘉裕 张欣欣 黄冰婷 欧阳霖 欧阳霖

湖南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092 7789.00 80 78.52 刘康兴 李彩云 阳娣美 龙欣 罗葵 李源源

青岛滨海学院 本科 BYSJ20180093 8379.00 80 82.65 管丽佩 崔晓飞 夏晓芸 颜臣 夏晓芸 陈祖南 吴忠凯

山西工商学院 本科 BYSJ20180097 9289.00 80 89.02 张莉捐、郎静 石艳齐 石艳齐 石艳齐 翟英杰 许霞思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098 7958.00 60 73.71 李超 李超 胡猛 张宁 徐继杰 马田

哈尔滨剑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02 200.00 60 19.40 田洋、陈平 梁文惠 尹显平 李禹彤 赖昊楹 熊力珩

湖南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05 8405.00 80 82.84 刘康兴 唐佼 郭睿 许苗 姜梦璇 刘静 朱赛兰

四川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06 8800.00 80 85.60 郭海燕 刘秘 雷洋 苏潇潇 廖东 秦丽

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107 7642.00 80 77.49 曹卫群 徐妍 国安 宋善洋 李双村 王晓琴

哈尔滨剑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08 700.00 80 28.90 何宏伟 凌聪 王福琳 曹悦 刘钰灵 王璇玑

四川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14 3500.00 80 48.50 郭海燕 倪润丽 覃英 胡世位 杨冬梅 郑思宇 焦艾琳

大连大学 本科 BYSJ20180116 2500.00 80 41.50 郝丽 朱瑞清 田祖菁 张李慧 曹雨晨 邓柯

商洛学院 本科 BYSJ20180117 9768.00 60 86.38 党斌      张家荣 苟亚伟 苟亚伟 刘旭朝 苟亚伟 彭元吉



湖北商贸学院 本科 BYSJ20180118 0.00 60 18.00 任玥  李璇 邓名扬 朋冬 汪广 余鑫溢 李谦谦

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128 8463.00 80 83.24 姜吉坤 张宇航 陈闽漩 王芮 宁千慧 张法兴

四川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30 8568.00 80 83.98 王毅恒、高喜安 刘明 陈邦根 刘念 陈邦根 刘念

湖南理工学院南湖学院 本科 BYSJ20180132 5700.00 80 63.90 刘康兴 刘丽莎 龙也君 张辉 罗熙 刘怡

淮阴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33 9895.00 90 96.27 张琳  于顶成 陈豪豪 陈豪豪 宋章 王迪 钟远明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136 3300.00 60 41.10 王昭庆、吴晓丽 翟智锐 王洪宇 李小东 吕慧 宋宇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137 3700.00 60 43.90 张燕斌、庄重 管宗有 张冬梅 马静 赵欣宇 李铁全

湖北商贸学院 本科 BYSJ20180139 900.00 90 33.30 余琳琳、卢娜娜 郭英 余涵 张自祺 曹俊波 牛晨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本科 BYSJ20180140 1800.00 60 30.60 周秋月 姜雪芸 闵龙 汤智豪 陈唯玉 王峥宇

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145 9432.00 66.02 王志强、胡龙伟 蔡传欣 姜文涛 何松 刘伟华 李美欣

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146 7958.00 90 82.71 胡龙伟 王志强 杨晓华 王逸纬 徐艳艳 黄祺智 周贵燕

淮阴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47 9895.00 90 96.27 张琳、于顶成 吴强金 王泽 吴强金 徐俊贤 宗荣胜

山西工商学院 本科 BYSJ20180148 9147.00 80 88.03 王帅、吕会芳 王素清 王岩 戴斌 曹文强 戴斌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151 9242.00 60 82.69 于庆华 纪昱均 高尚威 孔文慧 高发祥 李振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155 7516.00 100 82.61 李宁 王梓伊 刘凯 叶子 尹继策 张娇娇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156 9032.00 80 87.22 李静 李宝林 张金弟 王晓芳 李子云 李宝林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169 800.00 80 29.60 代海燕 曹素霞 麻清伟 王铭 曹素霞 陈宇航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本科 BYSJ20180171 3700.00 80 49.90 李树山、李红梅 谷智炜 郭嘉晖 周晓娅 单容容 韩云昭

绥化学院 本科 BYSJ20180173 6337.00 60 62.36 赵爽 郑德志 兰兰 张钰 董欣 赵子昕 高若琳

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175 100.00 80 24.70 李松青 荀志远 李玉龙 曾佳玉 储心怡 闫洁 张明超

湖南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178 7232.00 60 68.62 刘康兴 刘婷 黄燕桂 姜巧 胡卓林 周波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182 6632.00 90 73.42 李宁、冯伟 陈世超 孙硕 王子丰 陶金峰 李英宝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186 8000.00 90 83.00 王月 张海波 王煜 王煜 王煜 王煜 王煜

银川能源学院 本科 BYSJ20180195 8337.00 60 76.36 王滨、刘永霞 牛伟博 沈素平 崔田增 李祥 张俊昊

郑州工商学院 本科 BYSJ20180196 4900.00 80 58.30 张瑞敏 莫彪 高长春 席海军 白茂桦 谭梁

东北林业大学 本科 BYSJ20180198 9747.00 80 92.23 余健强 彭海燕 林慧 赵一聪 武鹏国 李慧宇 杜国强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199 4800.00 60 51.60 武新杰 向键滨 姚富发 孟月玲 薛雄 王晓燕

西安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203 2900.00 80 44.30 曹萍、胡耀元 王帮建 陈敬配 李乐 杨宇沫 张鹏

银川大学 本科 BYSJ20180204 8363.00 80 82.54 马玉宝 王亚朝 林健 马雪健 王珏 张瑞宁

青岛黄海学院 本科 BYSJ20180208 9853.00 80 92.97 赵菲 孙玉芳 姜宗润 韩本虎 刘玉玺 马翔宇 吕泽威

天津城建大学 BYSJ20180209 80 24.00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本科 BYSJ20180210 9726.00 90 95.08 张淑红 杨林成 祝夏凯 张鑫 林伊凡 唐依玲

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213 8663.00 90 87.64 李松青、荀志远 贾逸凡 王心语 孟静雅 石娜 王云伟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本科 BYSJ20180215 9726.00 90 95.08 舒红旗 李鹏飞 高天 潘在鹏 徐文科 魏建华

河南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216 5700.00 80 63.90 李伊童 曹颖 李赛男 赵华敏 郑雪科 胡雅婷 段亚可

河南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223 5600.00 80 63.20 张萍 张永威 张佳崇 曲怡翡 孔明月 文钰彤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本科 BYSJ20180229 8295.00 90 85.07 周楚兵 王新辉 王新辉 石堉 龙艳 龙艳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236 8063.00 90 83.44 赵华玮 袁骁虓 赵国庆 杨慧媛 靳梦杰 李忠泊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本科 BYSJ20180239 5000.00 80 59.00 孙兵  臧园 张安然 张涛 刘子根 郑磊 祝伟健

郑州工商学院 本科 BYSJ20180241 4900.00 34.30 夏阳 徐洋 李文龙 陈际好 李明哲 梁状

东北林业大学 本科 BYSJ20180242 5700.00 90 66.90 黄桂林 田锐 温嘉豪 高月 韦迪 闫明霞 李馨怡

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244 9604.00 90 94.23 王友国   刘涛 姚峰 曲泉冰 刘小玉 曹旭 郭树珊

山东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247 9874.00 100 99.12 李素蕾   刘爱芳 王金荣 武新月 马梦雪 刘慧敏 吴广源

青岛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250 10000.00 80 94.00 靳合波、魏云玲 胡振江 王本强 张文洁 李忠 荆振林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 本科 BYSJ20180251 9516.00 90 93.61 曹友露 李红艳 王昂 彭舒 鞠建强 侯继涛 喻艳梅

银川能源学院 本科 BYSJ20180256 2400.00 80 40.80 王宾，马玉宝 侯娜 兰杰 王诚 白玲 陈浩

西安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259 7232.00 60 68.62 曹萍 宋嘉甲 宋嘉甲 潘浩森 曹学明 潘浩森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261 8279.00 90 84.95 季翠华 周正 黄书林 刘娅 潘俊刚 吴以鑫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BYSJ20180262 4800 60 51.6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265 6000.00 80 66.00 桑方方 张蓝鸽 邵长龙 王龙祥 汤丽莎 李士龙 邢俊涛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本科 BYSJ20180268 8716.00 80 85.01 杜慧慧 姚彦娜 杨飞 董鑫 杨飞 董鑫 杨飞

河南城建学院 本科 BYSJ20180274 6000.00 90 69.00 郜艳轲、马政伟 刘新玺 张允涛 刘德富 马中原 赵梦雅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275 8063.00 80 80.44 赵华玮 靳琨 章少秋 吴过 刘梦梦 王一帆

河南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276 3300.00 60 41.10 于英霞 王启航 安礼贝 程一鸣 张一鸣 王艳薇

河南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277 4100.00 80 52.70 叶苹  于英霞 曾德建 刘利华 唐壮 刘濮嘉 赵书迪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281 5800.00 60 58.60 刘红霞、何静 王希娇 郭九魁 亢兴 刘朝波 王静

青岛滨海学院 本科 BYSJ20180290 8568.00 80 83.98 刘庆施、李红梅 王玲 苗可昕 宗昊 杜金龙 化东方

西安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292 8653.00 60 78.57 曹萍 宋蓉 张星晨 何佳晨 陈璐 韦昕岑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293 9432.00 80 90.02 李浩   王潇 李港庆 姚军平 杨文鹏 王文楷 邢娅娅

青岛滨海学院 本科 BYSJ20180304 8505.00 60 77.54 高晓靖、董伟强 张敬人 安琪 纪奕祥 王启明 岑祺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BYSJ20180306 80 24.00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309 2300.00 80 40.10 邹亚峰   冯文绘 燕翰翔 霍佳成 任俊彩 高瑜 王岩松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313 4300.00 80 54.10 张一奔    李彭举 孙宏幸 许晓宁 刘佳音 王雯 岳紫荣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314 4400.00 80 54.80 冯文绘 邹亚峰 杨其臻 从冉旭 夏艳娜 赵丽娟 甄婷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高职 BYSJ20180315 8216.00 90 84.51 郭慧娟 王昶 张怡若 王金鹏 卢倩颖 王祎然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本科 BYSJ20180316 4400.00 60 48.80 刘芳 康建功 张平锋 蒲怡鸿 袁舒琪 易东 陈思蓓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本科 BYSJ20180317 9726.00 90 95.08 申玲玲 王乾瑞 曹先锋 陈骏宇 文俊君 李思雨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本科 BYSJ20180323 8216.00 80 81.51 沈坚、陈帼青 王学敏 赵朝龙 吴嘉丽 王宇晖 施琪聪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本科 BYSJ20180324 8216.00 60 75.51 张美亚,沈坚 吕天诚 刘卓君 韩忠君 王腾 杨雨欣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本科 BYSJ20180326 8021.00 90 83.15 刘锋涛、欧阳婷 王希雅 秦楣 石覃宁 齐文莉 苏永福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本科 BYSJ20180327 5800.00 60 58.60 蒋玉荣 罗铭 卢小军 康蓓 刘振环 梁夏芬

贵州民族大学 本科 BYSJ20180330 2300.00 80 40.10 袁帅 黄洪 吴雄 徐雯 张伟 吴雄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331 9874.00 90 96.12 尚谢俊，李禹炎 余洪敏 张兰静 吴永洪 李林 田原旭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335 9979.00 100 99.85 杨青、申海洋 张斌 王学勇 张雪良 张峰亮 王学勇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336 9579.00 80 91.05 李淑青   荀慧霞 王帅 吕亮亮 张剑锋 田登荣 闫虎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高职 BYSJ20180347 8468.00 90 86.28 田国锋 张春宇 杨丽晨 马子晴 李鑫 樊娇龙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本科 BYSJ20180349 8337.00 80 82.36 刘彦可 郭亚男 辛德港 王唯宇 杨威 王唯宇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高职 BYSJ20180352 7616.00 90 80.31 王丽芸 陈礼刚 曹自榕 齐春月 秦杰毅 陈礼刚

福建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54 80 24.00 

福建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55 7684.00 80 77.79 陈艳云 刘超 陈超 刘思泓 罗志文 汤书琳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56 4900.00 80 58.30 欧永 陈俊锦 陈子飞 陈志辉 黄永焱 张瀚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57 4900.00 90 61.30 吴孝煊 张帅 王丹 肖文静 蔡圆万 郑凤龙

福建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58 9579.00 90 94.05 陈艳云、林平 王哲 王欣 耿梦云 洪启强 曹玲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59 4600.00 90 59.20 车金如 李富生 林鸿伟 薛博文 刘腾腾 林楚婷

武夷学院 本科 BYSJ20180361 9558.00 90 93.91 王荣、王玉林 黄高涛 王硕硕 王雅靖 李青瑶 徐之秀

福建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64 8800.00 60 79.60 林晓艳、陈建达 廖兆生 陈玉滨 刘静 陈明敏 黄羽坤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365 4600.00 60 50.20 金程程 肖庆 黄灿权 李杰 姚沐鑫 张俊雄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本科 BYSJ20180369 5000.00 60 53.00 郑先君 周楚兵 张森 余犇 加思程 余犇 加思程



武昌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372 9074.00 80 87.52 赵峰 王章华 刘晓黎 鲁康玉 张子涵 陈俊泽

昆明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376 7611.00 90 80.28 田卫云  何晶晶 董丛瑛 孙婷婷 卓雅芳 郭锐 顾可欣

昆明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377 7611.00 90 80.28 马驰瑶 蒲翠红 丁超 马永单 孟格卉 钱星蓉 易帆

河南城建学院 本科 BYSJ20180378 6716.00 90 74.01 郜艳轲 葛兆祥 陈林超 陈忠兵 王屹勃 郭田雨

河南城建学院 本科 BYSJ20180379 5500.00 90 65.50 王梦珂 李萌萌 张梦杰 刘肖蒙 张凯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380 5000 80 59.00 李建沛，段芳草 宋龙洋 张千千 徐安娣 张亚琳 梁继巍

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382 7832.00 80 78.82 丁晓玲 李鹏 袁光明 兰青橙 马俊 勾松林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383 5300.00 80 61.10 李建沛，段芳草 宋龙洋 张千千 徐安娣 张亚琳 梁继巍

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BYSJ20180386 8484 60 77.39 

山东工商学院 本科 BYSJ20180387 8800.00 90 88.60 宁丰荣 张云峰 高天琦 张爱闯 周玉 谷晓燕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高职 BYSJ20180397 3000.00 90 48.00 李静苗、王丽芸 左鹏 赵鹏飞 赵乾 王树章 刘志豪

潍坊科技学院 BYSJ20180401 2500 60 35.50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403 200.00 80 25.40 乔丹 阳江 彭佳 黄兆雪 唐豪 周游 严鑫

潍坊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405 2900.00 80 44.30 高云，李秀香 郭志康 苏艳 房靖林 梅荣雪 崔晓梦

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本科 BYSJ20180406 9053.00 90 90.37 贺子奇，王浩 赵祥 李志阳 张三洪 刘天 来亦姝

安阳师范学院 本科 BYSJ20180407 9937.00 80 93.56 刘玉   苏永波 高智慧 慕世爱 王强 马骁 蒋梦洋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08 9368.00 100 95.58 杨波、曹筱琼 符玉璨 付圆圆 邹宇 张玲 郭宏波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409 9566.00 90 93.96 张永平 陈乾 王伟 吕杰 吴庆坤 郭正

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本科 BYSJ20180410 7916.00 60 73.41 张日芬 郑罗松 吴雨佳 耿雪 黄奕媛 曹凤娟

山东城市建设学院 高职 BYSJ20180412 9566.00 80 90.96 张广进 常智飞 杨豫 郭钟元 蒋成阔 陈永

塔里木大学 本科 BYSJ20180413 1000.00 7.00 韩越 李昆霖 亢衡 安雪峰 谭维明 冯均

河南城建学院 本科 BYSJ20180414 9242.00 64.69 韩风 武冰凌 韩重阳 王蕾 韩风



山东城市建设学院 高职 BYSJ20180415 9566.00 80 90.96 赵琳 徐奔 亓英龙 张德雨 张超 孙瑞云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本科 BYSJ20180418 9566.00 90 93.96 叶曙光     曹永先 虞泽震 张煜 曹锦涛 朱瑞溪 侯悦萍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419 9566.00 80 90.96 马晓 王浩东 高真真 聂连义 徐昕 于滨舰

河南城建学院 本科 BYSJ20180420 9242.00 60 82.69 王伟家 云军英 胥理想 焦晨琳 王永远

塔里木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421 2300.00 16.10 孙艳玲 陈姊 陈宏生 罗开勇 王丽平 宋涛

塔里木大学 本科 BYSJ20180423 2200.00 15.40 韩越 成小彦 周帅 于方遂 郭森慧 刘威萌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本科 BYSJ20180425 4800.00 60 51.60 于佳 罗贵川 汤伟成 胡人源 陈玉琳 乔颖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本科 BYSJ20180426 5400.00 60 55.80 李兴红 陈虹宇 吴华春 孙世杰 唐微 陈虹宇

山东协和学院 本科 BYSJ20180428 1000.00 60 25.00 欧向 刘英浩 刘郑林 高阳 姚锐 许文雪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432 9566.00 80 90.96 赵庆辉 孙川奇 吕雯丽 孙子阳 尹洋 曹栋梁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35 8779.00 80 85.45 方修建  哈拉哈提 孙超 周俊合 杜嘉瀛 王小瑞 张鑫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37 9032.00 90 90.22 王亚琳、张兵 张建栋 李浩杰 刘晓雯 王金晶 赵晓雪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38 8568.00 90 86.98 方修建  王亚玲 严浩 王振刚 徐嘉雯 王培培 严浩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本科 BYSJ20180440 2200.00 60 33.40 李俊芳  晏旺 刘厚宏 李亨 潘菲菲 曾王睿 周志玉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445 9305.00 60 83.14 韩玉麒 邢霖 胡海兵 黄灿 何静 游新煜 杨婷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本科 BYSJ20180447 500.00 80 27.50 吴贝 乔洋 董鑫鑫 苏锦耀 宋苗 柯玲祝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448 9011.00 90 90.08 杨博 邓培智 马锦涛 廖奕鹏 卢卓玲 伍湘梅

塔里木大学 本科 BYSJ20180451 700.00 60 22.90 于海波 王建新 李黎 闫泽中 苗腾 张璐

武汉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453 7263.00 80 74.84 姚晓庆 程强 陈鹏 朱琳 陈鹏 朱琳

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本科 BYSJ20180456 3900.00 90 54.30 冯雪英，贾昕 宋梓源 刘峥阳 鲍帅东 姜红雪 李立慧

扬州大学 本科 BYSJ20180459 2400.00 80 40.80 余璠璟、赵庆华 顾美娣 顾瑶 安洪 李桂香 陈华娇

扬州大学建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460 900.00 6.30 赵庆华 周柯嘉 邹建斌 甘健 周柯嘉 王昊鑫



武夷学院 本科 BYSJ20180462 9474.00 80 90.32 黎恒杆 伊威城 李琪 林荣鑫 方艳婷 何欣芮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63 1500.00 80 34.50 ?? ??? ??? ??? ??? ?? ???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65 1500.00 60 28.50 ?? ??? ??? ??? ??? ?? ???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466 7474.00 52.32 蒋园园 吴继英 洪佳宁 吴继英 吴继英 张芯

辽宁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467 9263.00 80 88.84 张崴 梁洪涛 温晓东
张恩旗 于振

洋
任延锋 柳忠浩 刘财

宜春学院 本科 BYSJ20180468 9747.00 80 92.23 况青梅 付家葳 龚佳明 左俊 陈建忠 彭意胜

武汉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469 3100.00 60 39.70 姚晓庆、董岚 付航 苏芷瑄 严俊辉 张蕊 陶醉

百色学院 本科 BYSJ20180470 7053.00 80 73.37 余承真、颜世强 李皓阳 农桂宇 黄议瑭 韦彬 韦金良

河西学院 本科 BYSJ20180472 8800.00 90 88.60 陈晶 李勇勇 高斐 郭智杰 无 杨霞

东北石油大学 本科 BYSJ20180473 9284.00 90 91.99 马露霞  张建华 于泓 吴超峰 王宇 杨珊 吕修葶

东北石油大学 本科 BYSJ20180474 9284.00 90 91.99 马露霞     李文 刘龙 王志鑫 宋锦阳 谌吉林 李娜娜

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476 9895.00 90 96.27 朱靓琳     龙海芳 张凯 李鑫 尤杰 李薇薇 杨磊

武汉科技大学 本科 BYSJ20180479 800.00 80 29.60 姚晓庆、董岚 雷宇 周琦 秦仁芝 磨丽萍 吕佳伟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80 2100.00 14.70 陈强 刘凯 马莲凤 来媛 张妍 党振兴

黄河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481 3300.00 80 47.10 张颖 周艳歌 张淑琪 孙夕颌 刘玥 周艳歌

黄河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482 9016.00 90 90.11 王莉，王柳舒 张珂珂 高斌 狄相宇 张丽红 张珂珂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485 1700.00 80 35.90 陈强 党世畅 张文超 段方杰 孟庆兴 雷博

黄河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486 9158.00 80 88.11 王莉、王柳舒 和延森 和延森 张冉冉 高赛 牛梦涵

西安航空学院 本科 BYSJ20180487 7074.00 90 76.52 刘琰、史瑞刚 裘吉 唐烨 杨波 黄宇飞 郭子谊

山西大学 本科 BYSJ20180488 7558.00 60 70.91 樊丽军 马国星 解伟玲 郭丽芝 王丽娜 王浩聪

山西大学 本科 BYSJ20180489 3600.00 25.20 樊丽军 崔夏迪 王娜 侯雪红 唐喜耀 郝鹏远

百色学院 本科 BYSJ20180497 7011.00 49.08 李艳慧、张少龙 项载维 檀文铸 方彬礼 徐国浩 何成义



铜陵学院 本科 BYSJ20180500 7968.00 90 82.78 祝星星 古妍 孙强 裴维平 聂庆林 冯爱城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本科 BYSJ20180502 5000.00 90 62.00 王芳   胡新萍 张宇飞 郝耀双 耿吉静 薛永劼 杨莹

湖北经济学院 本科 BYSJ20180505 9434.00 90 93.04 倪燕翎、黄歌 叶致远 丁子钰 潘爽 袁天宇 朱文欣

湖北经济学院 本科 BYSJ20180506 9434.00 90 93.04 倪燕翎、黄歌 郭熙朝 易美宏 朱一鑫 周文涛 王羿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521 8463.00 90 86.24 高红江、蒋园园 赖钱江 金浩 孔桦涛 孔桦涛 赖钱江

常州建东职业技校学院 BYSJ20180528 60 18.00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本科 BYSJ20180535 8426.00 80 82.98 舒  畅 王赓 蒋迈黎 徐蕊 徐冬冬 刘星楠

安阳师范学院 本科 BYSJ20180549 9937.00 90 96.56 李军华，张薇 沈耀辉 袁孟飞 赵露萍 冯淼 白鹏军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550 700.00 60 22.90 王鹏飞   李刚 伍柯宇 谢江雪 楚安琪 谢雨晴 文源

南京审计大学 本科 BYSJ20180551 8884.00 80 86.19 徐庆阳 蔡沁 季凌慧 钱馨雨 刘想 唐鹏力

江西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555 9053.00 80 87.37 郭晓剑 江衡斌 谢钰莹 陈婉菁 施烜 江衡斌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556 6084.00 80 66.59 肖文佳 郇寅君 韩世强 邢书豪 褚霆钧 谢辰 张龙飞

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557 5300.00 60 55.10 肖文佳  郇寅君 张博文 任鑫茹 翟利娟 张玲 李常健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558 300.00 60 20.10 郭庆军、殷勇 文思源 郭星 刘柱岑 杨松 彭广浪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563 800.00 60 23.60 张立，张大亮 侯守壮 刘思颖 葛玉洁 葛玉洁 辛贺威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BYSJ20180566 60 18.00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567 900.00 60 24.30 李娟  刘敬爱 周树山 郭战宇 郭涛 邱煜雅 巩炳毅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本科 BYSJ20180571 1000.00 60 25.00 蔺丽君 高杰 李从 牟晓璇 王越 王彦巧 李从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BYSJ20180572 60 18.00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573 5100.00 60 53.70 栾树 欧歌 杨震 李文杰 姜晨 刘庆业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574 5200.00 80 60.40 马艳华、张琼丹 林师怡 黄凌伟 阮薇 明榆涵 李讯

齐鲁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575 5700.00 90 66.90 赵玉强 陈厚龙 陈浩 胡晓彬 陈稳考 王国北



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本科 BYSJ20180576 6968.00 60 66.78 张云   李琴 刘益楠 荣俊杰 包宇欣 姬秋爽 孟凡晓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577 9268.00 80 88.88 严波、白秀华、蔡小青 王昊楠 方俊杰 李强 范广 陈奕竹

齐鲁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579 1300.00 60 27.10 赵玉强 高秀娟 李猛 李超 侯晓 安战辉 钱海斌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584 3300.00 60 41.10 吴霄翔 何琦 李乔伟 王华浩 黄鑫 林天意 陈必塔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585 8632.00 80 84.42 蒋沛伶，竹宇波 吴鑫鑫 钱韬宇 陈袁 王文滨 羊丽梅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BYSJ20180589 60 18.0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本科 BYSJ20180591 4100.00 80 52.70 季强、崔焕平 王义仁 刘晓玉 徐思敏 孙凌云 周萌晓

齐鲁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592 8526.00 60 77.68 赵玉强、李小倩 刘殿魁 刘洪 韩忠辉 李金睿 韩优霞

齐鲁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593 8195.00 60 75.37 赵玉强 魏飞飞 张威 韩奇奇 施明君 谭世友 侯晓艳

齐鲁理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598 7305.00 80 75.14 赵玉强 杨冬生 张云凤 程艳磊 肖发伟 邓邹舜 夏修哲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本科 BYSJ20180601 1400.00 80 33.80 殷大陆、段春云 杨浩 林波 王宽江 高薪 郭宁

赤峰学院 本科 BYSJ20180605 1000.00 7.00 王春林 陈凯峰 畅浩森 湛亚坤 潘文奇 陈凯峰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606 4800.00 80 57.60 尹越琳 芮冬梅 施超 习茶云 曹育贤 陈宇 师明杰

蚌埠学院 本科 BYSJ20180618 8379.00 60 76.65 单丹、安玉侠 汪师 李其超 李飞扬 刘璐 王程锦

东营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622 8274.00 90 84.92 高青、赵岱峰、李鸿雁 孙传芳 卞秀琪 朱琳倩 李国欣 孙传芳

河北农业大学 本科 BYSJ20180626 4800.00 80 57.60 代彬 郭雅姣 王宇桐 李慧颖 郭雅姣 贡一鸣

蚌埠学院 本科 BYSJ20180628 8379.00 80 82.65 吴燕秋，欧海燕 谢云飞 张涛 孙婷婷 王文豪 邹飞龙

蚌埠学院 本科 BYSJ20180630 8379.00 90 85.65 张尧、邓李侠 吕海龙 张高宇 王金良 邓大伟 吴俊杰

石家庄铁道大学 本科 BYSJ20180632 8842.00 90 88.89 李前进 高静 袁英南 宋佳 张天 顾娟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633 5100.00 80 59.70 温艳芳 乔欢 王随亮 刘政 史永新 张华

商洛学院 本科 BYSJ20180634 9768.00 100 98.38 党斌 杨力 杨星 陈卓亮 杨力 门博宇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637 2100.00 60 32.70 秦慧敏、温艳芳 杨震华 陈振林 秦强 郝俊杰 王嘉琳



天津城建大学 本科 BYSJ20180642 5600.00 80 63.20 张睿、王英 黄枭 吴洋 侯晴雨 毛启航 黄珺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644 9268.00 80 88.88 潘晓丽 王浩 高鑫 周倩 陈杰 徐莹莹 陈梦 朱敏

??????????? 本科 BYSJ20180648 600.00 4.20 ??? ??? ??? ??? ?? ???

??????????? 本科 BYSJ20180648 600.00 4.20 ??? ??? ??? ??? ?? ???

武汉工程大学 本科 BYSJ20180649 2700.00 80 42.90 袁丽，刘杨 方琴 朱仁强 候随 刘振杰 候随

江西理工大学 本科 BYSJ20180650 8989.00 80 86.92 郭晓剑、王秀丽 马毓龙 俞婷婷 谢天 吴中林 刘国发

广西大学 本科 BYSJ20180657 7137.00 90 76.96 黄莹 韦智睿 周蕴婵 李旭锋 陈馨雨 张婷

广西大学 本科 BYSJ20180660 6632.00 80 70.42 韦良   陈正 庄义勇 戴琨 黄诗娜 陈俊辰 莫积如

南华大学 本科 BYSJ20180661 4400.00 80 54.80 方耀楚 陈国梁 饶朝岛 张欣雨 骆佳豪 姚德稳

山东建筑大学 本科 BYSJ20180667 3300.00 60 41.10 万克淑  张晓丽 陈鑫 刘家凯 史祥瑞 刘芝石 衣晓杰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职 BYSJ20180674 8337.00 80 82.36 刘霞 张珈铭 高毓晨 邹越龙 邹越龙 吴一萍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职 BYSJ20180675 8426.00 90 85.98 冯均州 沈瑜兰 刘锦菲 覃苗苗 陈李莉 周家豪 周家豪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686 5700.00 60 57.90 胡孝彭、吴渝玲 张馨 陈松 李慧敏 张正东 唐于广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692 9268.00 80 88.88 冯满、段国凡、龚洁 朱海婷 张元昊 张孟林 陈敏 付敏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702 5800.00 60 58.60 王妙灵 刘品志 涂浩语 李梦婷 张菀钰 熊英

重庆市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721 3200.00 60 40.40 胡孝彭、吴渝玲 陈龙 田秦冬妮 陈韦霖 刘彦 江楠

南京审计大学 本科 BYSJ20180726 9326.00 90 92.28 胡灿阳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BYSJ20180747 3100.00 60 39.70 周昀 陈明 厉帅康 洪朝贤 张宇健 杨俊

南京审计大学 本科 BYSJ20180774 9263.00 80 88.84 胡灿阳 刘家秀 王梦权 张梦钰 瞿炜 罗鑫

华北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794 8063.00 60 74.44 卫赵斌    杨颖 杨爱众 李萍萍 李红达 李强 管子权

湖南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835 9284.00 90 91.99 游春华 彭春艳 张恒嘉 李荣杰 胡琴 苏克祥 张雄

湖南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836 9411.00 90 92.88 易红卫 刘鑫 罗双 叶念佳 周宾 谢博帆 陈家康



湖南工学院 本科 BYSJ20180837 9600.00 100 97.20 庞朝晖、易红卫 彭兴学 段龙 鲁珍榕 罗伟 李正人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871 8863.00 60 80.04 李运鹏 牛清凯 王秋阳 陈辉 翟进宁 付慧超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0876 7832.00 60 72.82 梅玉倩 尚云庆 袁鹏飞 谭皓元 席建东 张晨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本科 BYSJ20180967 9226.00 64.58 冯满、段国凡、龚洁 陈煜 尹婧秋 蒋凯 邹文婷 罗宝梁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BYSJ2018193 5700.00 60 57.90 王琦，李海军 张维军 赵爱龙 何佳楠 吴宁 李娜娜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本科 BYSL20180325 8216.00 80 81.51 孙仲健 闫爱云 樊小东 方佳莉 麻晓杰 张涵 马萱颖

石家庄铁道大学四方学院 本科 C 2200.00 15.40 张聚昆 李浩南 陈强 钟亚龙 周华涛 李冬梅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C 6763.00 60 65.34 梁鸿颉 康莹 冯晨阳 徐新颖 罗欣桐 阮文博 亓佳志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D 6763.00 60 65.34 梁鸿颉 康莹 王宁 陈哲 董浩然 谢世震 刘雪岩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D组 0.00 0.00 王娇 于民 王和旭 熊乙 罗迪 杨秀生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E 6763.00 60 65.34 梁鸿颉 康莹 焉允智 孙晓刚 刘男 常欣 刘雪岩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高职 E 3500.00 80 48.50 李宁 王欣 韩冀微 王硕 陈鹏 邱阳

河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 本科 E组 8484.00 59.39 贺子奇 王振阳 石敬州 陈宁宣 郭乾坤 贺家乐

潍坊科技学院 本科 本 2500.00 17.50 王腾、丁艳梅 张善超 刘庆贤 张玉林 张雯婧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城院小分队 9789.00 60 86.52 魏宝兰 霍泽浩 吕溪洋 张永贞 吕溪洋 张永贞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本科 第五组 5800.00 40.60 李春娥 邓芮 熊梓妤
王浩华 白岩

松
冯小琪 楚奇 李诗哲 蒋超 刘欣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本科 第五组 5800.00 40.60 李春娥 邓芮 熊梓妤 刘磊 纪燕波 吴地发 罗婷 罗宇 凌广琼 李艳秋

北华大学 本科 很优秀组 1100.00 7.70 王琳 王显利 付俊凯 李易伦 耿磊 黄怡

金陵科技学院 本科 金科209 700.00 4.90 李永琳 姜玉东 祝孟杰 傅森林 黄伟 朱鹏 杨茂源

齐鲁理工学院 本科 三组 5821.00 40.75 赵玉强 徐海涛
任传儒、韩

鸿坤
王康康 马广交 彭秋富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9895.00 80 93.27 魏宝兰 霍泽浩 吕溪洋 张永贞 吕溪洋 张永贞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本科 天大仁爱 200.00 1.40 张盛楠、吴贝 陈文坤 曾真 钦楚雯 罗干 赵航



山东现代学院 本科 一组 300.00 2.10 王立红、黄龙 周清 高守顺 李鸿智 韩中宝 孙启涌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80 24.00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5800.00 60 58.60 王振峰 张征 张鹏 牟张鹏 李育龙 李明忠 王彦博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本科 600.00 4.20 顾曼 贾诤语 张发 秦振烨 刘亚鑫

本科 7684.00 53.79 

本科 7411.00 51.88 

赤峰学院 本科 7347.00 51.43 王春林、张亮 杨立志 杨立志 王泽 张建伟 王鹏

百色学院 本科 7011.00 49.08 李艳慧、张少龙 项载维 檀文铸 方彬礼 徐国浩 何成义

本科 4800.00 33.60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8211.00 80 81.48 姚静 陈绣东 李初阳 张胜 喻慧慧 钟敏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5000.00 35.00 段芳草 李建沛 王猛 李超杰 何梦龙 李天照 王猛

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5000.00 35.00 李建沛，段芳草 宋龙洋 张千千 徐安娣 张亚琳 梁继巍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3700.00 25.90 张新爱 薛辉 苑佳成 高天旭 李敏 张昊军 张鹏

武汉科技大学 本科 1 7263.00 50.84 姚晓庆 程强 程强 程强 程强 程强

金陵科技学院 本科 42 700.00 4.90 姜玉东 孙太舟 张启翔 左恒原 蒋浩 王梓屹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本科 4组 500.00 3.50 宋国娇，李伟 冯文彬 谭国亮 孙大壮 孙大壮 刘彦霖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A 6763.00 47.34 梁鸿颉 康莹 王磊 王海冰 金庆祎 张实 刘东毅

南华大学 本科 A139jgwjy9281 8505.00 59.54 方耀楚老师 贾文 刘鑫 谭森 何霞 何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