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工业大学 2021 年 MBA 预面试成绩保留考生名单

（以姓氏拼音排序）

姓名 手机 预面试批次 预面成绩

艾彦彤 136****8110 第一批 优秀

白春辉 138****6632 第四批 优秀

白鹤 186****7882 第四批 优秀

白瑞松 151****9320 第二批 良好

曹进军 137****5223 第一批 良好

曹青龍 152****5230 第四批 良好

曹永志 186****5231 第一批 优秀

常迎雨 136****7711 第四批 优秀

陈芙蓉 186****9262 第一批 优秀

陈虹 134****4631 第一批 优秀

陈慧敏 157****3831 第二批 优秀

陈俊天 152****6153 第二批 良好

陈新颖 153****6316 第二批 良好

陈炎 150****2900 第一批 良好

陈永闪 158****5215 第二批 良好

陈跃波 133****2438 第一批 良好

陈子辉 186****8216 第四批 优秀

程建行 131****9376 第三批 良好

崔雪松 139****0101 第二批 优秀

邓颖 135****1440 第一批 优秀

刁亮 133****8543 第三批 优秀

丁文若 158****0761 第四批 良好

董纪念 151****5859 第二批 优秀

董丽萍 137****8224 第二批 优秀

董莹 158****0998 第一批 优秀

杜磊 186****1001 第一批 良好

段金禧 138****2233 第二批 优秀

范少晖 131****5683 第四批 优秀

范燕 130****4701 第四批 良好

范永健 138****3021 第二批 良好

方小燕 151****2164 第一批 良好

冯建晴 155****1532 第三批 良好

付海艳 138****9209 第二批 优秀

付岩 189****5623 第二批 优秀



付振洋 185****2111 第二批 优秀

傅博文 182****6776 第二批 良好

甘甜 137****7978 第二批 良好

高超 153****9888 第二批 良好

高峰 151****1451 第三批 优秀

高磊 155****2627 第四批 良好

高思 153****1169 第一批 优秀

高妍君 137****5452 第一批 良好

高扬 159****2395 第二批 良好

高子晴 139****1618 第一批 良好

葛皓 182****0781 第一批 优秀

葛华 155****5860 第三批 良好

葛培 135****3403 第四批 优秀

宫建伟 186****6223 第四批 优秀

巩玉奎 135****8353 第四批 良好

关爱娟 151****8206 第一批 优秀

郭磊 135****5872 第一批 良好

郭立静 153****8006 第一批 良好

郭利哲 138****5357 第二批 优秀

郭巍 186****5898 第一批 良好

郭喜娟 186****9837 第一批 良好

郭卓悦 186****1195 第四批 良好

海日罕 153****8759 第四批 良好

韩东洺 187****3770 第四批 良好

韩敬 185****2355 第四批 优秀

韩龙 187****4006 第三批 良好

韩宇 138****4522 第一批 优秀

何佳 136****6621 第二批 良好

贺然 188****5979 第一批 优秀

侯剑非 159****0024 第二批 良好

胡博 186****6783 第二批 良好

胡金柱 189****1119 第三批 优秀

胡文涛 136****2696 第一批 良好

胡学文 189****0596 第一批 良好

胡悦 151****8375 第四批 良好

黄超 158****9105 第一批 良好

黄旭刚 138****2635 第一批 良好

纪丽丽 177****9880 第二批 优秀



江艳杰 180****9264 第四批 良好

姜凤 185****5059 第三批 良好

姜磊 185****4707 第三批 优秀

蒋芮 189****8613 第二批 良好

焦蒙蒙 182****7142 第四批 良好

焦媛 185****2276 第三批 良好

解振兴 186****5912 第二批 优秀

金秋月 186****9777 第二批 良好

鞠孝辉 183****6727 第三批 优秀

李爱 185****6952 第三批 良好

李昂 158****4590 第四批 优秀

李蓓蕾 150****6859 第四批 良好

李冰 153****6816 第一批 良好

李畅 187****1784 第二批 良好

李超 151****5706 第四批 良好

李超 186****5889 第三批 优秀

李国栋 189****3773 第四批 良好

李鹤 182****9200 第四批 良好

李慧 138****1453 第一批 良好

李剑波 159****3745 第四批 优秀

李江涛 185****0190 第四批 良好

李金雪 137****7723 第三批 良好

李晶文 186****3010 第一批 良好

李坤 186****3625 第一批 优秀

李林子 136****6584 第一批 良好

李梦楠 158****6456 第四批 良好

李娜 135****6589 第一批 优秀

李强 177****2728 第一批 良好

李姗 185****0070 第一批 良好

李珊珊 185****8588 第二批 优秀

李绍杰 155****2269 第一批 良好

李帅 131****9925 第一批 良好

李佟 131****4520 第二批 良好

李维超 150****7708 第一批 良好

李伟 185****7982 第二批 良好

李晓晖 137****2765 第二批 良好

李学军 131****7069 第三批 优秀

李雪林 158****6943 第二批 优秀



李岩 156****0990 第三批 优秀

李岩腾 130****7803 第二批 良好

李研庭 156****8416 第二批 良好

李艳杰 152****4513 第四批 良好

李营 158****7555 第一批 良好

李永敢 135****3520 第一批 良好

李玉娇 151****5430 第三批 优秀

李曌旭 156****1885 第四批 优秀

李中正 152****6263 第一批 优秀

梁九玲 153****8030 第二批 良好

梁俊 187****8293 第四批 优秀

梁瑞 133****3194 第二批 良好

梁旭江 151****8791 第二批 优秀

廖展 158****1617 第三批 优秀

林斐 185****5285 第一批 优秀

林群益 152****9699 第三批 优秀

吝莎莎 132****5317 第二批 良好

刘朝 137****1175 第二批 良好

刘聪浩 153****1688 第二批 优秀

刘昊然 133****2638 第一批 良好

刘浩鹏 183****0896 第三批 良好

刘红领 135****7930 第三批 优秀

刘杰 185****5941 第四批 优秀

刘琨 138****3299 第三批 良好

刘潞仪 139****5288 第三批 优秀

刘璐 186****0771 第四批 优秀

刘淼 150****6590 第三批 良好

刘明霞 188****8105 第三批 良好

刘蕊娜 158****9692 第二批 优秀

刘彤 150****4170 第一批 良好

刘维 159****8304 第三批 良好

刘伟 139****1567 第二批 优秀

刘文占 151****4824 第四批 良好

刘晓萌 152****7379 第一批 良好

刘亚威 150****2932 第一批 良好

刘颖 182****7216 第一批 优秀

刘玉龙 151****6066 第一批 良好

刘钰 136****4010 第三批 良好



刘玥 137****7306 第二批 良好

刘泽华 181****7296 第一批 优秀

刘植伟 137****1018 第三批 优秀

刘志刚 136****6307 第四批 良好

刘志远 130****0711 第三批 优秀

娄新宇 186****9793 第二批 良好

卢雪梅 151****9390 第三批 良好

路鑫 186****0516 第二批 良好

罗学军 138****3591 第一批 良好

吕博文 133****1713 第二批 优秀

吕一斌 152****5980 第一批 良好

马坤 186****0336 第四批 良好

马明兴 131****1391 第三批 优秀

马英 151****9459 第三批 优秀

马志刚 187****6462 第一批 优秀

孟祥明 158****0325 第一批 良好

苗译文 137****8286 第一批 优秀

乜罗那 185****0026 第二批 良好

牛恒 152****3169 第三批 良好

牛家梁 130****5202 第四批 优秀

潘五保 181****8066 第一批 优秀

庞继超 131****5977 第二批 良好

裴世爽 139****6256 第二批 良好

乔士平 186****6541 第一批 良好

曲嘉兴 186****0371 第三批 良好

任一凡 177****0760 第二批 良好

商建华 185****7904 第一批 良好

邵丹 151****2011 第二批 优秀

盛齐媛 136****6980 第三批 良好

师文文 135****2233 第三批 优秀

石广辉 131****0069 第二批 优秀

宋维娜 153****9501 第一批 良好

宋亚伦 182****8717 第二批 良好

苏晋 135****8353 第一批 优秀

苏芮 130****8560 第二批 良好

苏迅 155****2377 第三批 良好

苏园园 136****1662 第二批 优秀

苏玥 159****9173 第一批 优秀



孙晨 186****8618 第二批 良好

孙伟 186****2096 第三批 良好

孙晓彤 151****7866 第一批 良好

孙耀辉 133****1157 第三批 良好

孙子伟 138****2390 第二批 良好

索晨升 159****9962 第一批 优秀

汤小磊 136****9192 第一批 良好

田敏瑾 152****8017 第四批 优秀

田鑫 158****6671 第三批 良好

田旭花 189****0883 第二批 良好

田志恒 138****8245 第二批 优秀

汪晓 151****5637 第一批 优秀

王爱茹 135****6796 第三批 优秀

王柏新 139****0677 第三批 优秀

王彪 138****7001 第三批 优秀

王晨 138****8941 第三批 良好

王聪 183****8888 第三批 良好

王大伟 186****8368 第二批 良好

王德培 156****8558 第一批 优秀

王冬洋 189****6336 第一批 良好

王栋 136****8333 第二批 优秀

王范 156****9166 第二批 良好

王福君 185****3360 第二批 优秀

王昊 186****1482 第一批 良好

王红娟 186****3060 第四批 优秀

王辉 137****7319 第一批 优秀

王荟 137****9606 第一批 优秀

王嘉维 138****6996 第二批 良好

王建忠 182****8226 第四批 优秀

王娇娇 137****6001 第一批 良好

王敬娜 151****2350 第二批 优秀

王磊 151****6551 第四批 优秀

王丽芬 159****3601 第二批 良好

王琳 186****0693 第四批 良好

王谱 151****9125 第二批 良好

王秋燕 177****1718 第一批 良好

王权 183****6649 第一批 良好

王瑞军 187****8371 第四批 良好



王若楠 138****0222 第二批 优秀

王绍杰 173****8966 第二批 良好

王士博 159****0070 第一批 良好

王树枝 131****8691 第一批 优秀

王硕文 139****9889 第一批 良好

王炜洁 136****3431 第三批 优秀

王文斌 150****5622 第二批 优秀

王文秀 182****8714 第二批 良好

王昕 155****7637 第一批 良好

王亚峰 182****2760 第二批 良好

王艳君 186****4977 第二批 优秀

王洋 185****0181 第二批 良好

王英 186****7076 第一批 良好

王昱 186****8138 第三批 良好

王跃 159****8156 第一批 优秀

王泽 181****6891 第三批 良好

王长治 188****0108 第一批 良好

王芝薇 135****2380 第一批 良好

王志刚 139****6227 第四批 良好

王梓涵 136****8096 第一批 良好

韦琬莹 150****6073 第二批 良好

魏强 186****3158 第二批 优秀

温士奇 182****7671 第三批 优秀

吴彬 185****6705 第三批 优秀

吴洁娜 137****6840 第二批 良好

吴婷婷 151****4923 第三批 良好

吴雨凡 185****6120 第三批 良好

武斌 133****8280 第四批 良好

席奥洁 176****7787 第二批 良好

邢博 158****7882 第一批 优秀

徐芳 177****3309 第四批 良好

徐丽 187****6006 第一批 优秀

徐伟逢 158****1058 第一批 良好

徐晓妹 132****8159 第三批 优秀

徐雅静 186****6954 第三批 良好

许广莹 150****5341 第三批 优秀

许可心 166****6715 第三批 良好

许雪莹 151****6165 第一批 优秀



许彦鹏 189****1611 第三批 优秀

薛畅 133****5169 第一批 良好

薛丽 150****0630 第二批 良好

薛玉梅 157****2572 第一批 优秀

闫淑琴 131****0529 第一批 良好

阎惠来 158****6292 第四批 优秀

颜云亮 132****7216 第二批 优秀

杨春霞 186****2970 第一批 良好

杨迪 186****3356 第一批 良好

杨东东 153****4712 第二批 优秀

杨金童 156****1012 第一批 良好

杨霖 153****5252 第二批 优秀

杨奇 136****5799 第四批 良好

杨倩 176****7224 第三批 良好

杨蕊 182****8595 第二批 良好

杨伟波 177****4150 第三批 优秀

杨义敏 137****8921 第二批 良好

姚娟娟 189****7424 第二批 优秀

伊丽莎 182****1799 第四批 良好

尹德洋 186****3288 第四批 良好

尤克文 159****9586 第二批 良好

游曾辉 132****6766 第三批 优秀

于丹 187****2106 第二批 良好

于华鲲 176****9260 第二批 优秀

于丽娟 189****2227 第四批 优秀

于淼 150****8865 第四批 良好

于启富 150****2152 第三批 优秀

于洋 182****8377 第三批 良好

宇如意 131****7852 第三批 良好

喻晓光 186****9697 第三批 优秀

袁方 186****9512 第二批 良好

袁正旭 150****8789 第一批 良好

岳微微 181****7863 第四批 良好

云艳茹 133****8841 第二批 良好

翟延龙 156****6996 第三批 优秀

翟艳芝 185****0691 第一批 良好

张斌 137****9736 第二批 良好

张博 135****4195 第一批 优秀



张辰锋 186****7826 第一批 优秀

张春艳 186****9439 第一批 优秀

张存稷 187****3307 第一批 良好

张光远 135****4942 第一批 良好

张海涛 138****6885 第三批 优秀

张欢 189****7275 第四批 优秀

张继鹏 137****8001 第三批 优秀

张建美 139****4586 第四批 优秀

张建祥 150****8688 第四批 良好

张晶晶 151****9018 第四批 良好

张静 186****0330 第二批 优秀

张蕾 137****0805 第四批 良好

张立君 187****9786 第三批 良好

张露 156****0199 第四批 良好

张盼盼 133****8837 第一批 优秀

张容源 155****9155 第三批 良好

张润学 156****0735 第一批 优秀

张绍新 173****8212 第一批 优秀

张世倩 135****5350 第三批 良好

张天宇 138****9879 第二批 良好

张婷婷 166****2724 第二批 优秀

张玮 182****9659 第四批 优秀

张新飞 156****9064 第三批 良好

张栩 138****2372 第一批 良好

张岩 183****1709 第三批 良好

张艳 186****4706 第四批 良好

张颖 176****0630 第一批 良好

张宇 139****9260 第二批 优秀

张雨竹 136****6751 第三批 良好

张正阳 186****0325 第一批 良好

张钟方 188****3968 第一批 良好

张舟月 138****8448 第三批 优秀

张紫亮 155****9884 第四批 优秀

赵泊枢 133****8753 第一批 良好

赵超 139****4451 第一批 良好

赵丹 151****4806 第二批 良好

赵丰 188****4653 第三批 优秀

赵庚寅 186****8022 第一批 优秀



赵国强 138****3524 第二批 优秀

赵婧洁 185****3399 第一批 良好

赵丽娟 182****6726 第二批 良好

赵丽秋 138****5113 第四批 优秀

赵敏新 185****1481 第一批 良好

赵文睿 159****5128 第三批 良好

赵小晴 186****5315 第二批 优秀

赵旭 187****5521 第二批 优秀

赵延富 150****4861 第四批 优秀

赵影 159****4209 第二批 良好

赵跃 136****4461 第一批 优秀

郑皓元 138****7972 第二批 良好

郑华 136****0901 第一批 良好

郑乐 136****0299 第二批 良好

郑源源 186****9265 第三批 良好

智健 159****3762 第三批 优秀

周超 138****3095 第三批 良好

周丹 155****6019 第三批 良好

周静 186****7171 第四批 优秀

周璐凯 150****6526 第三批 优秀

周曼 139****3022 第二批 优秀

周胜春 186****5895 第二批 优秀

朱虎山 131****6897 第一批 优秀

朱继星 186****2177 第三批 优秀

朱荣金 156****1895 第四批 良好

朱文泽 186****0529 第一批 优秀

朱晓宁 133****0852 第四批 优秀

左祺 158****7588 第三批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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