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德市2021年福建省成人高校招生照顾录取考生花名册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考生特征标志 层次 科类

1 2135090271300001 项伟斌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2 2135090271300002 施仁滔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3 2135090271300003 陈松阳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4 2135090271500001 廖海强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法学类

5 2135090271600001 汤林钰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教育学类
（含教育类
、体育教育

6 2135090271800001 王艳山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医学类

7 2135092571300001 黄小斌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8 2135092771300001 杨雨水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9 2135092771300002 黄昌速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10 2135092871100001 江久长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11 2135092871100002 张城亮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12 2135092871300001 包华琛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13 2135092871400001 彭翔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14 2135092871400002 林琪杰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15 2135092971100002 吴育智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16 2135092971100003 周守丽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17 2135092971100004 雷杭婕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18 2135092971200001 朱凯琳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艺术类

19 2135092971300001 张辉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20 2135092971500003 林姜颖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法学类

21 2135092971500004 叶毓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法学类

22 2135092971500005 吴碧斌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法学类

23 2135092971500006 张志勇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法学类

24 2135093071100001 廖欣欣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25 2135093071700001 陈志伟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农学类

26 2135093171100001 方欣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27 2135093171500001 刘影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法学类

28 2135098171300001 叶本利 参加下基层服务期满的普通高职（专科）毕业生 专升本 理工类

29 2135098271300001 刘泽裕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30 2135098271300002 朱光露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31 2135098271300003 王定佳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理工类

32 2135098271400001 池久荣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33 2135098271400002 包涤生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34 2135098271500001 欧云冬 具有符合相应报考条件的学历证书的退役军人 专升本 法学类



35 2135090211300318 钟坛忠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理工类

36 2135090211400247 雷榕冰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37 2135090211600068 兰郁洁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教育学类
（含教育类
、体育教育

38 2135090211800199 雷晓慧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医学类

39 2135090211800320 兰鑫萍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医学类

40 2135092511100026 雷李功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41 2135092511100027 钟菊眉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42 2135092511400089 兰秋彬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43 2135092511600061 兰梦园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教育学类
（含教育类
、体育教育

44 2135092511800094 雷惠铃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医学类

45 2135093011800040 钟妃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医学类

46 2135093025500009 雷绍彬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高起专 理工类

47 2135098111100010 钟鹏月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文史、中医
类48 2135098111300086 钟铃华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理工类

49 2135098111300139 钟晓勇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理工类

50 2135098111400163 雷彬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经济管理类

51 2135098111800158 雷汶洁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专升本 医学类

52 2135098115500053 雷陈贵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高起专 理工类

53 2135098215100203 林挺鑫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高起专 文史类

54 2135098215500153 雷宏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高起专 理工类

55 2135098225500073 林志宏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 高起专 理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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