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专科毕业学校 所在班级 专科专业 升入本科学校 本科专业

13500102110143 张浩琦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设计技术三班 建筑设计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3500140150500 冉光斌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设计技术五班 建筑设计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风景园林

13500135150888 王登峰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室内设计技术三班 室内设计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园林

13511407121400 刘双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室内设计技术二班 室内设计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园林

13500104112367 罗烽溢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给排水工程技术二班 给排水工程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17152305 刘世豪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九班 工程造价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13112199 杨红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九班 工程造价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20150428 黄杰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九班 工程造价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30151761 王宏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三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29152154 张洋洋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一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29152134 王灿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一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15111804 陈梨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经管一班 建筑经济管理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汉语言文学

13500129152513 文毫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营销与策划二班 营销与策划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会计学

13500105151392 罗岱林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资产评估管理一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经济学

13511304163504 夏超华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营销与策划一班 营销与策划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3500139151524 邓艳丽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一班 物业管理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3500101131672 朱吉利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一班 酒店管理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学前教育

13500122154159 王钊恒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室内设计技术一班 室内设计技术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0152789 杨锦秀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给排水工程技术二班 给排水工程技术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4600598 赵孟月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资产评估管理一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3500130152029 莫海红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一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13500102150370 文钏圯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六班 工程造价 重庆文理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13500113153079 张启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级建工校企订单拓达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12131130 李宇思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装饰艺术设计二班 装饰艺术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环境设计

13511503130360 闫春燕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一班 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环境设计

13500113150985 石东千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园林工程技术一班 园林工程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10130715 王胜莹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环境艺术设计一班 环境艺术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31153832 张皓程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环境艺术设计三班 环境艺术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21150772 凯林静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园林工程技术一班 园林工程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36151058 秦雪林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环境艺术设计三班 环境艺术设计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22110456 贺奕洁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园林工程技术二班 园林工程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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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134151625 沈杰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园林工程技术一班 园林工程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16151757 曹小鹏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设计技术四班 建筑设计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01152431 杜灵皓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设计技术三班 建筑设计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工程造价

13510201160441 刘双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八班 工程造价 重庆文理学院 工程造价

13500129154554 吴金明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二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文理学院 园林

13500117110833 郑岚月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资产评估管理一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西南大学 2014级会计学

13500132132043 赵若舟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装饰艺术设计一班 装饰艺术设计 西南大学 2014级视觉传达

13500134151088 张维维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一班 酒店管理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旅游管理

13500113150269 马晏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一班 物业管理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3500106600383 何丹妮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资产评估管理三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物流管理

13500120150655 陈隆丹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网络营销一班 网络营销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13500111170386 陈俏月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房地产经营估价二班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3500101130949 隆鑫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装饰艺术设计二班 装饰艺术设计 重庆工商大学 产品设计

13500106150059 张鑫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二班 物业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工作

13500131151852 廖金盆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一班 物业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工作

13500123150103 覃亚男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一班 酒店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酒店管理

13500110153030 李嘉微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二班 酒店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酒店管理

13500130152551 乐金梅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二班 酒店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酒店管理

13500105157004 周思蓓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2级资产评估管理二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工作

13500111112799 周靓彤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一班 物业管理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工作

13500103150062 张媛媛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资产评估管理一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重庆科技学院 会计学

13500116152791 谭青青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一班 工程造价 重庆科技学院 安全工程

13500136150846 秦彬林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给排水工程技术一班 给排水工程技术 重庆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23150052 寇培坤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三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科技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22152329 奚鹏程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七班 工程造价 重庆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20150553 文译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九班 工程造价 重庆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16152283 周晓玲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七班 工程造价 重庆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06150239 张益嘉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一班 工程造价 重庆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04154097 彭江林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校企共育班 工程造价 重庆科技学院 工程管理

13500112151443 周宇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三班 工程造价 重庆科技学院 油气储运工程

12500101111429 张婷婷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商企业管理一班 工商企业管理 重庆科技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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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129112268 郑祖妮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二班 酒店管理 重庆理工大学 旅游管理

13500133130885 丁丽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一班 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美术学（师范类）

13500104132702 王益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一班 物业管理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工商管理

13500140153149 徐青月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房地产经营估价一班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会计学

13500140150656 阳雪琴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一班 物业管理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工商管理

13511304121823 麻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二班 酒店管理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工商管理

13500107151134 周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一班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土木工程

13500122155582 彭艳红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给排水工程技术一班 给排水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3500129184639 肖俊前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一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土木工程

13500140150781 谭司文立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设计技术二班 建筑设计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土木工程

13500140151333 秦阳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三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土木工程

13500121110544 刘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一班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土木工程

13500105151590 陈浩昆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给排水工程技术一班 给排水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3500140151930 周超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五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土木工程

13500129152593 柯于航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设计技术二班 建筑设计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土木工程

13500115134580 王欣颖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一班 工程造价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3500140112671 甘姝遥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给排水工程技术二班 给排水工程技术 重庆三峡学院 2014级给排水工程

13500101150756 张思玮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物业管理一班 物业管理 重庆师范大学 工商管理

13500137150564 吴冰倩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一班 酒店管理 重庆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饭店管理）

13500115114565 刘馨月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酒店管理一班 酒店管理 重庆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饭店管理）

13500136130286 向往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装饰艺术设计一班 装饰艺术设计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环境设计

13511109170001 唐毓泽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一班 雕刻艺术与家具设计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环境设计

13500122155191 胡虹羽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房地产经营估价一班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3500114113083 吴逸葭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资产评估管理三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3500107172700 陈攀瑶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资产评估管理一班 资产评估与管理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3500120151585 徐贤莉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商企业管理一班 工商企业管理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财务管理

13500113152931 代骏锋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三班 工程造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20151049 陈惠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一班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10803161838 滕明星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四班 工程造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35150799 程煜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七班 工程造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0151881 魏皓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五班 工程造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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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110150632 熊洲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设计技术四班 建筑设计技术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3150554 范星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七班 工程造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5600236 朱俊熹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管理七班 建筑工程管理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1172921 余靖鸿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工程造价二班 工程造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4154082 郑小茜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2级工程造价一班 工程造价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13500113152536 辛熙 重庆房地产职业学院 2013级建筑工程技术四班 建筑工程技术 重庆长江师范学院 土木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