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1 1202207148 郭梓雅 高中 物业管理

2 1226204007 梁广球 高中 物业管理

3 1203201127 谢绮莹 高中 物业管理

4 2000208390 刘子立 高中 物业管理

5 1224206026 林嘉慧 高中 物业管理

6 1283202197 姚元熙 高中 物业管理

7 1203201129 文木香 高中 物业管理

8 0515203278 林锶 高中 物业管理

9 1226202226 龙海棠 高中 物业管理

10 1900227033 朱诗敏 高中 物业管理

11 0608203283 张茵颖 高中 物业管理

12 1223202054 麦嘉琪 高中 物业管理

13 5222211378 林增辉 高中 物业管理

14 1283204184 曾椅彤 高中 物业管理

15 1226202150 龙海仪 高中 物业管理

16 1223204075 邓镜禧 高中 物业管理

17 0115208157 李德荣 高中 物业管理

18 1283104085 陈YONG仪 高中 物业管理

19 1284103111 尹远婷 高中 物业管理

20 0403102335 杨国敏 高中 物业管理

21 1424103573 张锦业 高中 物业管理

22 0606318006 杨婉滢 高中 物业管理

23 1224101623 林兹威 高中 物业管理

24 1625105080 陈嘉鹏 高中 物业管理

25 5281108168 张艳敏 高中 物业管理

26 1225101856 梁梦华 高中 物业管理

27 5281107460 黄仕楠 高中 物业管理

28 0306190952 廖鑫 高中 物业管理

29 1202390033 谢森鑫 高中 物业管理

30 0701205026 刘艾淇 高中 商检技术

31 0513220212 郑育娜 高中 商检技术

32 1224201988 许烨熔 高中 商检技术

33 0802211112 杨文璇 高中 商检技术

34 0117203209 徐惠仪 高中 商检技术

35 1521202000 林兆基 高中 商检技术

36 2000207084 吴斯铎 高中 商检技术

37 1602201222 林小燕 高中 商检技术

38 5321201613 梁国斌 高中 商检技术

39 0114205029 毕灼澎 高中 商检技术

40 1283104047 黄玉萍 高中 商检技术

41 1621105089 郑丽芳 高中 商检技术

42 0511102312 李家乐 高中 商检技术

43 1284103469 陈洁璐 高中 商检技术

44 1202104085 周思婷 高中 商检技术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45 0117103133 李诗淇 高中 商检技术

46 1621105091 练碧涛 高中 商检技术

47 1284103120 聂水梅 高中 商检技术

48 1283104286 梁婉怡 高中 商检技术

49 1303101343 古锡坤 高中 商检技术

50 1203102030 黄木兰 高中 商检技术

51 1284103018 沈海英 高中 商检技术

52 0512201182 邱绿乔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53 5102203159 陈曼婷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54 1283204472 陈凤娟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55 0118210101 罗润萍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56 1224201977 邓敏慧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57 0901207048 谢文静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58 0983207153 杨宇晴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59 1323203348 陈玉芳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0 1423203355 张佳彦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1 0117202279 庾秀怡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2 0882202661 何俊贤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3 5122105522 林佩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4 1284101664 许浩林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5 1203101391 陈石金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6 1203101374 陈嘉汛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7 5121314002 陈贤沐 高中 茶艺与茶叶营销

68 0117102156 黄洛彬 高中 园艺技术

69 1203101412 张盈盈 高中 园艺技术

70 0115108054 梁羽栩 高中 园艺技术

71 1202107096 苏颖恩 高中 园艺技术

72 0118108241 郭尚贤 高中 园艺技术

73 1581102391 郑树平 高中 园艺技术

74 1303101332 文燕清 高中 园艺技术

75 0507105023 余锦如 高中 园艺技术

76 1581102375 陈俊良 高中 园艺技术

77 1283105133 黄可其 高中 园艺技术

78 1523108255 房柳云 高中 园艺技术

79 1283105205 苏兆铭 高中 园艺技术

80 0106111017 周灺熠 高中 园艺技术

81 1284103093 江俊贤 高中 园艺技术

82 1602101053 肖衍楠 高中 园艺技术

83 0511207013 肖泽树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84 0515202378 林锐康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85 5281216050 欧鸿锐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86 0113210220 王宝胤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87 0204202103 巫诗捷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88 1802206085 黎美娴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89 1203202018 谢燕华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0 5281222053 庄家然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1 5321201603 黄树兴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2 1523206089 罗小小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3 0784104080 冯维安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4 0111110228 冯钊恒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5 1226101547 陈嘉汶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6 0606132245 欧阳健明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7 1602101049 朱美玲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8 1202106038 黄庆鸿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99 1284103288 陈伟城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0 0606124138 霍智钊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1 0306190951 申圣彬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2 1900322005 麦永生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3 1602101062 朱辉鹏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4 0403402038 蓝杰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5 1481112334 刘立山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6 1481103135 曾嘉文 高中 水产养殖技术

107 0115208173 王炜浩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08 1203201108 廖宝驹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09 1284203059 曾玮健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0 1900223062 李宇熙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1 0117203183 骆泳希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2 0115208166 梁芷彤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3 0515202155 杨晓格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4 0118204278 张思晴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5 1284203135 黄国健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6 0114203084 陈淑贤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7 1523207057 罗佳佳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8 1284203284 程静娴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19 0882202154 陈小雁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0 0606221160 叶倬妍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1 1224102065 陈海光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2 1900123191 钟任朋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3 1900123186 余铭恩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4 1225101818 李菊欣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5 1721101267 陈凤朗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6 1223301014 李州宁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7 1226104045 梁伟雄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8 0233101635 刘敬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29 1723102195 周忠捷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30 1225305024 陈接鋒 高中 饲料与动物营养

131 1203201176 徐妹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32 1284203158 蔡海燕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133 0512201477 朱奕楠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34 1900227009 卓文如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35 1202207141 赖秋稳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36 1224203804 蔡小凤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37 1523201133 朱丽丹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38 0507208075 吴桐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39 0523201066 刘培钦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0 0117203099 庾苑芬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1 0113209102 毛佩莹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2 1224203841 李梓然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3 0281201298 王越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4 0114205028 黄炳涛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5 1283204181 苏荣聪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6 1203101141 甘洁美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7 1284103325 雷思婷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8 1284103115 吴美芸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49 1284103118 官颖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0 1224103905 郭晓君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1 1284103372 曾玉玲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2 1284103326 张春荣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3 1203101378 谢勇全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4 0606120092 黄健东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5 1202110014 陈春朋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6 2000111058 林晓慧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7 1284103322 唐勇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8 1202106030 黄斌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59 1802102031 赖浚然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0 0114109031 唐联宇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1 1203102001 麦健江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2 1900122120 麦凯琪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3 1802102143 温家宝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4 1202106096 谢志标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5 1225105020 苏彩欣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6 0606137032 罗遥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7 0513120016 陈梓锐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8 1202104177 陈浩贤 高中 食品加工技术

169 1424110063 黄丽静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0 1423103171 罗恩凯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1 1203101142 张锦泰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2 0511107016 林铿洛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3 1223103019 冯鹏远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4 0513125057 马乾钧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5 0513125219 陈灿彬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6 1802102142 周凯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177 1223102153 莫均豪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8 0804104025 洪欣澎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79 1203101151 何志团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0 1802102021 苏浩锋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1 1502102052 石文钢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2 1581122239 张淦瑞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3 2000109233 何冠辉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4 1423103190 吴佳峰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5 1283104229 林稳英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6 5102105126 李烁瀚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7 1283106071 梁语恒 高中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188 1202504026 龚思梦 高中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189 1223503091 马福润 高中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190 1224506001 李瑞辉 高中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191 0804104004 冯文彪 网测 电子商务

192 1283107010 罗振贤 网测 电子商务

193 0222104067 魏鑫 网测 电子商务

194 1224101602 梁恒发 网测 电子商务

195 1900114454 谢宛珊 网测 电子商务

196 1723105157 彭铿达 网测 电子商务

197 1283101563 陈剑军 网测 电子商务

198 1223103096 陈家怡 网测 电子商务

199 1521101643 黎艺婕 网测 电子商务

200 1581108164 林科 网测 电子商务

201 1502101130 梁维希 网测 电子商务

202 1202107209 何健铭 网测 电子商务

203 1423109189 谢章勇 网测 电子商务

204 1202106035 甘木生 网测 电子商务

205 1581102387 陈培鑫 网测 电子商务

206 1521101660 张晓潼 网测 电子商务

207 0118105145 湛子纬 网测 电子商务

208 5102103223 徐婷 网测 电子商务

209 1224103329 陈煜平 网测 电子商务

210 1521101499 陈科向 网测 电子商务

211 0825107221 黄月言 网测 电子商务

212 0113107067 冯梓君 网测 电子商务

213 1223104049 周淑妍 网测 电子商务

214 1283105147 黄宇轩 网测 电子商务

215 1502102016 陈依珊 网测 电子商务

216 0513103783 侯泽楠 网测 电子商务

217 0883115033 陈建东 网测 电子商务

218 1900116243 黄嘉良 网测 电子商务

219 0881111430 罗星旭 网测 电子商务

220 1283104157 邓燕萍 网测 电子商务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221 0514108142 方梓烘 网测 电子商务

222 1424112958 蓝宇濠 网测 电子商务

223 1622103030 涂顺平 网测 电子商务

224 1900114432 吴旻峻 网测 电子商务

225 1223102152 邵银海 网测 电子商务

226 0981623004 谭彩明 中职  园艺技术

227 0106663094 刘凤珍 中职  园艺技术

228 0113689010 张翰鸿 中职  园艺技术

229 0106663055 谢中元 中职  园艺技术

230 0106663086 彭泽鹏 中职  园艺技术

231 0106663042 钟宇浩 中职  园艺技术

232 0604610335 周广鸿 中职  园艺技术

233 0106663080 古杰锋 中职  园艺技术

234 0604610322 禤绮琦 中职  园艺技术

235 0604610328 黎裔荣 中职  园艺技术

236 0201610007 沈振芬 免试  园艺技术

237 1401606008 张金煌 免试  园艺技术

238 0113689009 何焯贤 中职  园艺技术

239 0105950161 郭诗琪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0 0105950230 邝欣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1 0105950158 梁芷莹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2 0105950189 王韵昕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3 0802607005 陈嘉怡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4 0802907069 吴永泽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5 0802607004 王碧丽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6 0802907070 谢思琴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7 0802907043 符淑贞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8 0802907026 雷朗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49 0802607003 杨方花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0 0802907088 李维斯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1 0802907039 陈烁而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2 0802607000 杨婧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3 0802907029 莫妃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4 0802607001 林云峰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5 0802907024 黄锦彬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6 0802207002 陈锟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7 0802607002 全敬杰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8 0802107001 陈俊豪 中职 茶艺与茶叶营销

259 0402622076 林俊鑫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0 0402607086 柯勇龙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1 0402607083 黄志强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2 0402607090 叶嘉豪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3 0402607074 苏伟灿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4 0402622068 杨春霖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265 0402607079 陈浩峻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6 0402622047 林杰辉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7 0306990260 谢炜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8 0402607403 郑境煜 中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269 1900953037 郑熙然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0 0607909128 骆凯茹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1 0402610022 吴思钿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2 0402609400 韦刘清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3 0607990002 杨书璐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4 1900945480 谭天日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5 0113961230 麦文灏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6 0606950125 周嘉劲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7 0606950184 潘卓朗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8 1900953041 林园园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79 0113961222 余志健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0 0402609403 张巧倪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1 0606950201 邓伟健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2 1900953049 何家明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3 0113961228 李存欣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4 1900953110 李丽琴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5 0402609441 彭琳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6 1284904002 钟静雯 中职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287 0306917126 叶晓明 中职 影视动画

288 0306917124 韩丽慧 中职 影视动画

289 0306917125 赵壮辉 中职 影视动画

290 0605632005 林嘉琳 中职 影视动画

291 1284904119 吴明慧 中职 影视动画

292 1900953044 钟佩莹 中职 影视动画

293 1900947189 巫深龙 中职 影视动画

294 0105940071 梁雨晴 中职 影视动画

295 0306917105 张梓力 中职 影视动画

296 0402607300 梁泰铭 中职 影视动画

297 0402607307 区广荣 中职 影视动画

298 0106947013 黄思敏 中职 影视动画

299 0607909182 胡紫鹏 中职 影视动画

300 0501916155 陈克忠 中职 影视动画

301 2000619391 邓英健 中职 影视动画

302 0306917102 梁健文 中职 影视动画

303 0402607306 吴雨钊 中职 影视动画

304 0306917129 翁柱华 中职 影视动画

305 0307616036 郑凯扬 中职 影视动画

306 0115989013 麦嫣均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07 1900953032 彭梓添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08 1521909020 吕松蔚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录取专业类型 录取专业

309 1284904122 黄思铭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10 0115989014 冼紫盈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11 0605936026 洪越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12 0605936006 黄丽菲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13 0605936023 叶健森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14 1900947235 陈胜强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15 0113962008 黄静敏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316 0113662033 郭绮婷 现代学徒制-中职 连锁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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