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考号 姓名 性别 毕业学校

1 1220821408 靳泽 男 凉州区中山育英学校

2 1220821530 张玲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3 2220205617 韩延豪 男 武威第四中学

4 5221231722 郭子慧 女 凉州区中坝镇九年制学校

5 1220308321 赵文静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6 1220616101 曾世杰 男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7 2220822216 骆雪荣 女 武威第二十四中学

8 2220308029 马苏木 女 武威第十六中学

9 2220100408 朱兴军 男 武威第五中学

10 1220922613 杨清赟 男 凉州区中佳育才学校

11 1220307523 王海山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12 2220512320 屈金存 女 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校

13 1220102310 冯玉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4 1220411513 张萍 女 凉州区中佳育才学校

15 1220821821 陈晓帆 女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16 1221129513 范致祥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17 1221128127 李晗琪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8 1220307419 王发斌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19 1220204913 张俊杰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20 1220102824 张嘉怡 女 武威第八中学

21 1220513716 肖涛 男 凉州区中山育英学校

22 1220306224 潘忠仁 男 武威第十九中学

23 1220102420 马旌云 男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24 2220101020 张梓晗 女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25 2220308506 张金玉 女 凉州区永昌镇和寨九年制学校

26 2220102914 杨雪 女 凉州区吴家井镇九年制学校

甘肃省武威师范学校2022年预录取新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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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220718901 张晓辉 男 武威第三中学

28 1220101328 汪书涵 女 凉州区中佳育才学校

29 1220203816 孙耀翔 男 武威第八中学

30 1220924525 张琦琦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31 1220513401 张晓莉 女 凉州区心桥中学

32 1221128118 杨轩烨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33 5221232018 刘梦瑶 女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34 1220305909 靳萌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35 1220307309 张韬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36 2221230608 翟丽 女 凉州区永昌镇和寨九年制学校

37 1220717624 裴凯瑞 女 武威第十中学

38 2220819812 满彦萍 女 武威第七中学

39 2220409203 张为民 女 凉州区五和镇九年制学校

40 2220616104 胡巧玲 女 凉州区发放镇九年制学校

41 2220102912 聂建玲 女 武威第十七中学

42 2221026221 冯晓芮 女 凉州区柏树镇九年制学校

43 1220820111 杨佳明 女 凉州区天马中学

44 2220512621 李锋 男 凉州区吴家井镇九年制学校

45 1220718621 陈万杰 男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46 1220409108 齐超 男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47 1220925024 徐文华 女 武威第八中学

48 2220717924 倪慧玲 女 武威第七中学

49 2221127915 白洁 女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50 1220718408 马馨怡 女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51 2221025230 王芳 女 凉州区长城镇九年制学校

52 1220410801 满元龙 男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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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220410717 柯晓慧 女 凉州区康宁镇九年制学校

54 1220411609 俞兆锦 男 凉州区中佳育才学校

55 1220924524 滕皓伟 男 凉州区中山育英学校

56 2221128808 孙德旭 男 武威第二十四中学

57 2220924430 黄涛 男 凉州区吴家井镇九年制学校

58 1220924010 张菁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59 1220306524 洪长青 男 武威第十中学

60 5221233222 杨玉萍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61 1220821521 龚玉燕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62 1220819625 杨斌 男 凉州区中山育英学校

63 1221128710 查金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64 1220409522 李燕 女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65 5221233204 陶安 女 武威第八中学

66 1220616413 胡海涛 男 凉州区中山育英学校

67 1221026607 武夕虞 女 武威第九中学

68 2220615221 朱福刚 男 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校

69 2220512513 赵欣卓 男 凉州区五和镇九年制学校

70 1220717512 张燕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71 1220101101 赵佰文 男 凉州区天马中学

72 1220411111 宋钰琛 男 凉州区中山育英学校

73 1220411901 王韵雅 女 武威第九中学

74 2221025701 闫娇 女 凉州区永昌镇和寨九年制学校

75 2220308314 卢佳慧 女 凉州区高坝镇建设九年制学校

76 1220616613 张梦琪 女 武威第十九中学

77 2220615205 张旭 男 武威第十七中学

78 2220411506 朱传武 男 凉州区五和镇九年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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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220615405 杨娜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06 1220822020 王丽虹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07 5221232930 赵天宇 男 武威第九中学

108 1221128722 高婷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09 1220821215 朱红丽 女 武威第十九中学

110 5221232106 杨洋 女 武威第八中学

111 1220102128 赵婧梅 女 武威第二十三中学

112 2220821404 赵梅 女 凉州区发放镇九年制学校

113 2220100115 刘淼山 男 武威第五中学

114 2220718013 俞丽芸 女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115 2221130013 贺兆泽 男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116 1220205422 张慧婷 女 武威第十九中学

117 5221231416 刘笑笑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18 2220616011 赵建华 女 凉州区河东镇九年制学校

119 5221233029 王丽蓉 女 凉州区金羊镇九年制学校

120 1220718705 邱雪荣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21 1220306129 王珮毓 女 武威第八中学

122 5221232107 周莉娜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23 1221027116 刘政 男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124 5221232116 单语桐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25 1221130025 梁承兰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126 2220306727 秦蓝 女 凉州区永昌镇永昌九年制学校

127 1220616420 卢吉龙 男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128 1220616504 王世静 女 武威第十九中学

129 2220512510 徐霞 女 武威第二十二中学

130 1220615620 黄可欣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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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220307305 王文德 男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32 2220513515 徐再锋 男 武威第二十二中学

133 1220203904 马小燕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134 1220308329 孙小涛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135 1220308328 张佳欣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36 2220717405 徐典乐 男 凉州区中坝镇九年制学校

137 2221129605 杨金香 女 凉州区高坝镇建设九年制学校

138 1220205809 吴俊毅 男 武威第十九中学

139 2220101022 陈兴文 男 凉州区西营镇红星九年制学校

140 2220924002 褚国豪 男 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校

141 1220205029 赵彤庆 男 甘肃河西成功学校

142 2221127515 龚泽锦 男 凉州区松树镇九年制学校

143 1220615921 韩栋 男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44 1221129810 宝丽君 女 凉州区天马中学

145 2220614701 王丝琴 女 凉州区发放镇九年制学校

146 5221231626 贾紫媛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47 2220102329 梁晶晶 女 武威第二十二中学

148 1221127325 于文基 男 凉州区天马中学

149 1220717026 张雯琦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50 2220822424 李燕 女 凉州区发放镇九年制学校

151 2220615526 屈润芳 女 凉州区康宁镇九年制学校

152 1220204910 龚建桦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153 2220514021 张玉玲 女 凉州区金羊镇九年制学校

154 2220615104 李金莲 女 凉州区高坝镇六坝九年制学校

155 2220615302 刘生全 男 武威第三中学

156 5221231424 李宏山 男 凉州区吴家井镇九年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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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2220616307 张智强 男 凉州区洪祥镇九年制学校

158 2220614725 赵文涛 男 武威第十七中学

159 1220101827 李金睿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160 1220822430 张敏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61 1221127705 杨武 男 甘肃河西成功学校

162 2220203212 杨倩 女 武威第二十四中学

163 2221026022 杨志全 男 凉州区松树镇九年制学校

164 2220614522 张珍 女 武威第二十中学

165 2220410410 满天华 女 武威第七中学

166 2220513408 任晓彤 女 武威第十六中学

167 2220923815 程万平 男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168 2220716725 郭发曦 男 凉州区康宁镇九年制学校

169 1220102508 王雅馨 女 武威第十九中学

170 2220203423 赵珍钰 女 凉州区西营镇红星九年制学校

171 1220616014 段兴宏 男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72 2220819904 刘金锐 男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173 2221128202 徐健元 男 凉州区吴家井镇九年制学校

174 2221025617 赵建章 男 凉州区新华镇九年制学校

175 1220204018 吴虎 男 凉州区心桥中学

176 1220100729 张晓伽 女 凉州区心桥中学

177 1220923203 马喆 女 武威第十中学

178 2220412220 齐艳蓉 女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179 1220512616 李新媛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80 1221026404 祁雯珺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181 2220306214 杨智山 男 凉州区康宁镇九年制学校

182 2220308507 张景云 男 凉州区永昌镇和寨九年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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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2220100808 汪路梅 女 武威第二十二中学

184 2221026025 张娜 女 凉州区金羊镇九年制学校

185 2220308024 马俊杰 女 凉州区和平镇九年制学校

186 1220717506 张锐寿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187 2221129626 寇海山 男 武威第七中学

188 2220821002 杨姿娴 女 武威第十四中学

189 1220101803 段永芳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190 1220410223 王哲铭 男 武威第九中学

191 1220615517 杨保成 男 武威第八中学

192 2220717922 李玲 女 凉州区松树镇九年制学校

193 2220205725 陈学凯 男 武威第七中学

194 5221231118 徐涛山 男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195 1221230422 靳小墁 女 武威第八中学

196 2220514030 苏越 女 武威第十二中学

197 2220204029 吴国荣 男 武威第二十二中学

198 1220411302 李玮 女 武威第八中学

199 2220923205 王芸芸 女 武威第二十二中学

200 1221127618 张泽宇 男 武威第九中学

201 1220924423 张晓扬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202 2221127911 李家骐 男 凉州区金羊镇九年制学校

203 1220204824 张浩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204 2221127729 王晓雪 女 武威第二十四中学

205 1220820013 徐钧昱 男 武威第九中学

206 2220306020 赵鑫生 男 武威第四中学

207 2220719311 朱伟 男 凉州区康宁镇九年制学校

208 1220513805 邱树磊 男 甘肃河西成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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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1220717813 聂琴 女 武威第十九中学

210 2220718201 李欣蓉 女 武威第七中学

211 1220410616 鲁昊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212 2221128628 曹福成 男 武威第十七中学

213 1220513030 杨小娜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214 2221128213 赵迪 女 凉州区清水镇九年制学校

215 2220819818 宋瑞梅 女 凉州区松树镇九年制学校

216 5221233310 顾佩瑜 女 武威第二十四中学

217 1221128921 唐志鑫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218 1220513405 褚晨晗 女 武威第十中学

219 2220924230 张佳颖 女 武威第七中学

220 2220615315 李鑫 男 凉州区洪祥镇九年制学校

221 2221128823 樊泽 男 凉州区洪祥镇九年制学校

222 2220924113 胡晶 女 凉州区西营镇红星九年制学校

223 2220819826 张玉婷 女 凉州区金羊镇九年制学校

224 1220719413 李生坤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225 2220717217 冯耀山 男 凉州区五和镇九年制学校

226 2220308009 蒋莉梅 女 凉州区双城镇南安九年制学校

227 2220922814 严新蕊 女 凉州区高坝镇六坝九年制学校

228 1220513623 吴生鹏 男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229 5221233325 辛悦 女 武威第十七中学

230 2220819716 李德东 男 凉州区发放镇九年制学校

231 1220203106 王启裕 男 武威第八中学

232 1220411009 孟维芳 女 凉州区中佳育才学校

233 1220716730 苏锦涛 男 武威第八中学

234 2220100124 樊晨宇 男 凉州区洪祥镇九年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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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2220514020 徐玉晶 女 武威第七中学

236 1220924122 胡玺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237 1220615818 王笑 女 武威第九中学

238 2220100106 张丽婷 女 凉州区松树镇九年制学校

239 1220924023 王永祯 男 凉州区爱华育新学校

240 1220306802 张文韬 男 武威第九中学

241 2220203615 王一诺 女 武威第七中学

242 2220820921 郭娜 女 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校

243 2220410501 蔡语嫣 女 武威第二十四中学

244 2220821806 郭玉玲 女 武威第七中学

245 2221129606 王殿玉 女 凉州区松树镇九年制学校

246 2220924317 禇鹏山 男 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校

247 2220513410 陈立垚 男 凉州区西营镇红星九年制学校

248 1220203424 李钰娟 女 武威第九中学

249 2220307018 刘其祥 男 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校

250 1220819510 陈志龙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251 1221025607 孙研桐 男 武威第十中学

252 1220923412 张静 女 凉州区皇台九年制学校

253 2220409910 朱晓婵 女 凉州区永昌镇永昌九年制学校

254 2221127628 刘晓霞 女 凉州区清水镇九年制学校

255 2220412112 王晶晶 女 凉州区西营镇红星九年制学校

256 1220409029 刘文欣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257 2221128004 刘乐 男 凉州区清水镇九年制学校

258 2220203611 杨庭 女 武威第十二中学

259 1220100224 李志鹏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260 1220512308 兰述文 男 凉州区心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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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1221130220 周欣怡 女 武威第十五中学

262 1220100807 宋政彬 男 武威第十五中学

263 1220717424 胡小军 男 武威第十中学

264 5221231701 高晶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265 2220102617 王永凤 女 凉州区金沙镇九年制学校

266 2220820104 陆蓉 女 凉州区永昌镇永昌九年制学校

267 1221230615 范振南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268 2221026909 张金娥 女 凉州区清水镇九年制学校

269 2220410007 陈燕 女 凉州区松树镇九年制学校

270 2220102905 高佳佳 女 凉州区西营镇红星九年制学校

271 2220205318 安智华 女 武威第二十二中学

272 1220718428 李雲山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273 1220409425 张宝鑫 男 凉州区心桥中学

274 2221130313 梁雪娇 女 武威第十六中学

275 2220204529 朱烨 男 凉州区康宁镇九年制学校

276 2220101717 张庆汉 男 凉州区永昌镇和寨九年制学校

277 2220822215 胡铃 女 凉州区洪祥镇九年制学校

278 1221127523 张志伟 男 武威第十三中学

279 1220100214 黄嘉伟 男 凉州区中山育英学校

280 4221233707 赵佳俊 男 武威市体育运动学校

281 2220410229 吴浩 男 凉州区清水镇九年制学校

282 1220616529 张开涵 男 武威第十九中学

283 1221025710 张佩仪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284 2220718902 张亚洁 女 凉州区丰乐镇九年制学校

285 5221232426 赵鑫榆 女 武威第十三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