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号 姓名 照顾类型 拟免试院校 拟免试专业

1813010171100004 成佳源 三支一扶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13010171100057 李爱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1813010171100063 郑欢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沧州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13010171100082 刘淑芬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中医学院 中药学

1813010171100102 崔娇阳 三支一扶 河北北方学院 中药学

1813010171100114 孟润泽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邢台学院 历史学

1813010171100119 王浩 特岗教师 沧州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13010171100121 张玉华 三支一扶 河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

1813010171100124 于惠洋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汉语言文学

1813010171100133 林佳峰 三支一扶 河北中医学院 中医学

1813010171100152 王子超 三支一扶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学

1813010171100153 韩呈浩 三支一扶 河北北方学院 中医学

1813010171200143 赵航 特岗教师 河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

1813010171200144 吴梦凡 特岗教师 河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

1813010171300008 宗海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地质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11 王玉峰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18 张帅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沧州师范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19 付俊然 西部计划 河北大学 软件工程

1813010171300024 王伟高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27 金波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科技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31 李泽其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032 李强超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37 李成杰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38 杨会茹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042 李昭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043 夏辉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044 许东洋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047 武晓东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048 李天翼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051 邢苏志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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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010171300053 左明明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54 段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1813010171300055 陈雪利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软件工程

1813010171300068 吴晓天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072 靳达欢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1813010171300075 袁永健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083 曹囡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1813010171300090 冯嘉兴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091 田津华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交通运输

1813010171300097 曹雪健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098 张宗旗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农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100 王陆浩 三支一扶 石家庄铁道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101 刘冰清 特岗教师 河北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1813010171300106 赵海峰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邯郸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108 杨海磊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10 杨树林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112 薛利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117 杨磊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120 回翔宇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27 陈璐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129 李浩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131 闫加发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38 郭文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142 徐嘉阳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48 刘广泽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1813010171300149 张晓旭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57 李坛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813010171300164 牛成龙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68 王彪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70 郭慧京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74 张寅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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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010171300175 张策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

1813010171300177 周嘉豪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300178 孙哲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813010171400005 张叶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007 刘朋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813010171400009 李翔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10 王静轩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13 陆岩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1813010171400014 张旭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科技学院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15 赵锴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17 马丽霞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工程管理

1813010171400021 郭亚鑫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

1813010171400026 张晓东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29 冯记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45 李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049 杨洁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50 胡世鹏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056 杨宇昊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59 芦玮琦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062 李征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邯郸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813010171400064 刘晓亮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金融学

1813010171400066 王梦 大学生村官 河北师范大学 应用心理学

1813010171400076 姜浩然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工程管理

1813010171400078 肖志辉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药学

1813010171400084 刘时箔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邯郸学院 财务管理

1813010171400085 郝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大学 工程管理

1813010171400089 陈国华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1813010171400092 宗校阳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药学

1813010171400093 孙文杰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094 李意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099 刘旭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第 3 页，共 6 页



考生号 姓名 照顾类型 拟免试院校 拟免试专业

1813010171400111 李慧杰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唐山学院 会计学

1813010171400115 吴季言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经贸大学 行政管理

1813010171400116 扈月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行政管理

1813010171400122 齐梦华 三支一扶 燕山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123 杜进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134 张丛凯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813010171400135 张建双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139 田茂清 西部计划 燕山大学 工商管理

1813010171400147 马琳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邯郸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813010171400150 何曜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石家庄铁道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154 李双童 三支一扶 河北工业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156 孙明鹏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邢台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1813010171400161 刘冰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邯郸学院 物流工程

1813010171400162 代洪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地质大学 工程管理

1813010171400163 王旭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400166 李智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燕山大学 会计学

1813010171500002 谭雨森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12 王俊伟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法学

1813010171500016 李中博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22 张皓哲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23 丹晓鹏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科技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28 刘文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侦查学

1813010171500039 崔博远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58 邓文学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60 唐松山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61 杨家欢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074 闫跃政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109 李晨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法学

1813010171500113 李明华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118 田磊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125 马宇聖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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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010171500136 连凯 三支一扶 河北工程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137 韩冬磊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省广播电视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141 刘金赜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法学

1813010171500146 杨文举 三支一扶 河北地质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151 毕卓邢 三支一扶 邢台学院 法学

1813010171500172 郭飞豪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经贸大学 法学

1813010171500173 刘瑞昌 三支一扶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法学

1813010171500176 许增洁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工业大学 法学

1813010171600020 李孟朋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唐山师范学院 教育学

1813010171600036 范征 特岗教师 河北大学 教育学

1813010171600040 王晓燕 特岗教师 河北大学 教育学

1813010171600067 韩继萍 特岗教师 河北大学 教育学

1813010171600095 张小洲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邯郸学院 特殊教育

1813010171600096 张晓萌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师范大学 小学教育

1813010171600105 刘春红 特岗教师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1813010171600126 张晓雷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1813010171600128 范雪 特岗教师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1813010171600132 樊超 特岗教师 沧州师范学院 小学教育

1813010171600155 潘路珊 三支一扶 邢台学院 小学教育

1813010171600167 薛怡明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廊坊师范学院 体育教育

1813010171600169 徐艳君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邯郸学院 学前教育

1813010171600171 王秀兰 三支一扶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

1813010171700033 孙明 大学生村官 河北农业大学 园林

1813010171700034 曹书媛 大学生村官 河北农业大学 园林

1813010171700035 杜香梅 大学生村官 河北农业大学 园林

1813010171700158 刘敏 大学生村官 河北农业大学 园林

1813010171800003 张晓璐 三支一扶 河北医科大学 护理学

1813010171800006 张树伟 三支一扶 河北北方学院 中西医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025 管倩坤 三支一扶 河北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030 辛雅楠 三支一扶 承德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041 郭佳壹 三支一扶 河北工程大学 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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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010171800046 吕晓晶 西部计划 河北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065 霍明可 三支一扶 承德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069 杨模能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070 刘学 三支一扶 华北理工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1813010171800071 周亚军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073 张秀梅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077 刘春晓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承德医学院 护理学

1813010171800079 张秀同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080 袁正刚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081 马章红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086 刘柳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承德医学院 护理学

1813010171800087 王强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088 路建芳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中医学院 护理学

1813010171800103 韩路霞 三支一扶 河北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104 张婷 三支一扶 河北北方学院 护理学

1813010171800107 白亚茹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华北理工大学 护理学

1813010171800130 李童 三支一扶 河北北方学院 口腔医学

1813010171800140 曹聪 西部计划 承德医学院 护理学

1813010171800145 张烨 西部计划 承德医学院 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159 郄清茹 西部计划 承德医学院 护理学

1813010171800160 董红丽 三支一扶 河北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1813010171800165 吕金瑶 普通专科毕业生服兵役退役 河北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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