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籍学历校验不通过考生名单

姓名 报名号 学籍学历校验结论
胡*翔 131599724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潘*霖 35128413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王*秋 35128464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朱*毅 351288376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王*晋 36017128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程* 360295721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曾* 360993526 有研究生学籍。校验通过。
徐* 37088575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刘*赟 37088960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查*琪 37097814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刘*龙 410898839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郭*艳 410994902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王*霞 41138609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李*初 41289840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文* 423198584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骆* 43219061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彭* 43229769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米*松 44028754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王*祥 44028766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袁* 440288292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有疑问。
杨*峰 440288970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潘*玥 44029464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红 44029580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邓*秋 44029751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林*伦 440393973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黄*林 44039546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华 440483751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许*铭 44048572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曹*翰 44048640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莫*雄 440487497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毕业学校有疑问。
陈*怡 44049040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梁*元 44049329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周*濠 44059502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古*强 44089627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曾*松 44089629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那*佩 440992782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谭*颐 44099347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甘* 44099480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李*超 44099518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王* 44099555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黄*敏 44109425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叶*洲 44109807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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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飞 44115445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常*曦 44115531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龙*丰 44115776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曾*伟 441159636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庄*龙 441160278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田* 44116051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曾* 44116928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蔡*青 441170591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王*璐 441178267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董*杰 44118961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李*文 44119083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周*凤 44119096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蔡*山 44119804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杨*纯 44119895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臧*运 441287679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匡*晖 441292582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梁*燕 44129489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曾* 44149068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郑*敏 441490733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伍*威 441490775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张*春 441490799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胡*林 441490884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朱* 441490894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张*俊 441490903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廖* 44149097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冼*韵 441491064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崔* 441491094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张*伟 44149112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崔* 441491179 有研究生学籍。校验通过。
符*勋 44149126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杨* 44149145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王*如 44149159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殷* 44149167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柴*成 44149171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刘*晓 441491929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唐* 441491935 有研究生学籍。校验通过。
谢*环 44149200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于*向 441492040 有研究生学籍。校验通过。
黄* 44149222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张* 44149228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谢*星 44149229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苏*峻 44149231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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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辉 441492333 有研究生学籍。校验通过。
黄* 44149238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林* 44149242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涂* 441492511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冯*衡 44149258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邓* 44149261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区*升 44149266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刘*宸 44149269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汤*元 44149271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孙* 441492716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学习形式有疑问。
潘*安 44149272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林 44149275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谭*聪 44149277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张*军 44149297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斯 44149322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樊*德 44149350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良 44149355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陶 441493564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郑*君 441493614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廖*峰 44149372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刘*号 44149373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黄*颖 44149379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卢*雅 44149387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许*思 441493904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李*音 44149400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肖* 44149402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牟* 44149415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区*皓 44149419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王*晗 44149427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郑*辉 441494313 姓名、身份证号查无学籍。
廖*斌 44149434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徐*素 441494399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学习形式有疑问。
杨* 441494468 有研究生学籍。校验通过。
颜*天 44149449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曹*军 44149452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何*媛 44149482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邢* 44149494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童*雄 44149500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饶* 441495137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余*嘉 44149530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张*园 44149548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雯 441495602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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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44149567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陈*惠 44149580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吴*培 441495821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李*茗 44149584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肖*宇 441495886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郭*清 441495887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赖*远 44149604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何*豪 44149614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卢*胜 44149700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杨*嘉 44149793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戴*燊 441498179 校验未通过，学习形式有疑问。
郝*杰 441498331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罗*凡 44149955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代*杰 44288899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植*仪 442889272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邱*航 443097575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学习形式、学历码有疑问。
杜* 44379595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李*烨 443796448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李*征 443797644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廖*铭 44389811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谢* 44389849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林*明 44429627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全*虹 444998254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侯*轩 44499924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梁* 450697431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石*晖 450699638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付*超 450997079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甘*杰 451896812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莫*金 452098173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游*星 45239979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谢*霖 45249945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李*峰 46079666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段*文 502199536 校验未通过，毕业学校有疑问。
唐*程 51179671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卿*建 520190648 校验未通过，毕业年月有疑问。
陈*游 520199571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娄* 52028419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刘*滔 531192632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于*晶 531296340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付*璟 531694833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赵*西 531994989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邓* 614393945 姓名、学历证书编号查无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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