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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根据《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高考扩招专

项录取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

2019年高考扩招专项招生报考学院的考生进行政审及笔试，

最终录取张太安等 102名征集志愿报名考生。现将录取结果

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学院招生就业处反馈。 

公示时间: 2019年8月27日至8月29日 

电话：0935-8236630   0935-8236631 

办公室：学院综合楼203办公室 

 

 

 

招生就业处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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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高考扩招专项计划录取名单 

准考证号 姓名 录取专业 录取情况 

19114375100101 张太安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2 孙维安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3 王瑞文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4 陈伟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5 柴云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6 史美莹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7 杨东源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8 马鹏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09 卫小龙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0 杨坤融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1 许正彦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2 童忆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3 曹生双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4 刘宇青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5 姚旭阳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6 谢安仁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7 张丽丽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8 杨亚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19 石多军 矿物加工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0 魏根宝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已录取 

19114375100121 刘泽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2 李祥慧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3 张爱军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4 李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5 王开元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6 许肖珩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7 路明堂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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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4375100128 石旭卿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29 刘欢青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130 张龙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1 许多荣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2 王赟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3 王昱天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4 任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5 李崇国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6 郭正阳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7 李涛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8 杜娟娟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09 徐少华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0 龚金龙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1 张腾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2 王强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3 赵龙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4 曹蕾 矿物加工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5 方旭天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6 曹家玮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7 刘光旭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8 巩彦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19 王诚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0 朱华儒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1 康宏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3 梁永海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4 杨骐瑜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5 刘志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6 聂文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7 伏昌盛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8 白俊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29 李有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230 姚力军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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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4375100301 陆睿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2 高泽忠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3 任治勇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4 郭常飞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5 孔唯鹏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6 王智清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7 魏正龙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8 刘越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09 吴庭芳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10 李雪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11 靳德民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已录取 

19114375100312 马旭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14 陆继勇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15 陆琦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18 刘以豪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19 马力鑫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0 杨宁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1 周天垚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2 郭建虎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已录取 

19114375100323 侯晶鑫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4 孟星晖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5 金炳臣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6 朱立艳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7 陈文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8 艾钰杰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29 李转霞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330 张文平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01 高斌先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02 鲁德龙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03 王磊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已录取 

19114375100404 魏培旺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已录取 

19114375100405 曹文振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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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4375100406 王鹏天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07 侯文彦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08 刘丽婷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09 杨超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10 崔伯晶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11 韩冬莲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12 张超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13 张轩睿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14 高成亮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15 王英军 机电一体化技术 已录取 

19114375100416 解家乐 有色冶金技术 已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