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甘肃省教育厅印发的《2023年甘肃省普通高校高职 (专科) 升本科

免试生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甘招委发〔2023〕1号) 、《2023年甘肃省普

通高校高职 (专科) 升本科统一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甘招委发〔2023〕

2号) 和《2023年甘肃省普通专升本统一考试专业基础能力测试大纲》等文

件精神，兰州信息科技学院于2023年3月13日组织了免试生专业能力测试，

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我校2023年专升本免试招生(第二

轮)拟录取名单予以公示(具体名单见附件),公示期为：2023年3月14 日

-3月17 日 。各位考生若对录取结果有异议 ，请在公 示 期 内 联 系 兰 州

信息 科 技 学 院 招 生 办 公 室 ， 联 系 电 话 ： 0931-2866675。

附件：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 2023 年专升本免试招生(第二轮)拟录取名单

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招生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4 日



二

考生号 姓名
性

别
民族 毕业院校 类别 拟录取专业

23620100260029 陈归军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331063 张睿炫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1F-财务管理

23620100260831 王渊博 男 汉族 天津职业大学 退役军人 12-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3620100280539 张文康 男 汉族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1A-水利水电工程

23620100330829 台子阳 男 回族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500320042 何江涛 男 汉族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退役军人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240206 石阳丹 女 汉族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普通 23-测绘工程

23620500240259 张佳 女 汉族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普通 23-测绘工程

23620100260037 冯庆泽 男 汉族 烟台南山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101 孙飞 男 汉族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733 曾潮 男 汉族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80248 吕雅楠 女 汉族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D-工程管理

23620100290416 桂荣强 男 汉族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7-自动化

23620100280346 叶生功 男 汉族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290027 李文凯 男 汉族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2-机械电子工程

23620900260021 李乾 男 汉族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900280300 陈海龙 男 汉族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900320339 胡雪 女 汉族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1000290053 张春林 男 汉族 西安外事学院 退役军人 02-机械电子工程

23620700330950 赵国豪 男 汉族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

业学院
退役军人 1F-财务管理

23620100260048 李佰盛 男 汉族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377 荔凯旋 男 汉族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14-通信工程

23620100260456 宋文韬 男 汉族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320416 金相汝 女 汉族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30141 王亚立 女 汉族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1F-财务管理

23620100330332 马启文 男 东乡族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1F-财务管理

23620100260121 张宝城 男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277 李文献 男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408 张景科 男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0-软件工程

23620100290286 吴东 男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3-汽车服务工程(智能汽车方向、新能

源汽车方向)
23620100290720 李禄祥 男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320180 袁佳慧 女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30090 柴存喜 女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100330257 马托弟 女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100330380 陈峰旭 男 汉族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0100280439 刘文泽 男 汉族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1A-水利水电工程

23620100280659 雷波 男 汉族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1B-土木工程

23620400290075 王建国 男 汉族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6-机器人工程

23621100260256 刘晓龙 男 汉族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0-软件工程

23620100330099 李绚 女 汉族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E-市场营销

23620100330114 铁见辉 女 汉族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100330120 张笑俏 女 汉族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400260167 田亚乐 男 汉族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500330241 牛志宏 男 汉族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E-市场营销

23620100260761 刘超 男 汉族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475 刘成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671 刘江峰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80642 胡广科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280687 范自强 男 藏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290316 齐宏博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290811 张万成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600260047 李静 男 藏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600260341 郭文琦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600260491 赵利民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600260555 王刚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10-软件工程

23620600260705 姜佰炳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600290834 王鑫山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3621100260181 张旭升 男 汉族 武威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90742 刘金梁 男 汉族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260583 姜翔宇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12-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3620100260748 王磊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90460 任佳乐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600220195 徐彬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15-能源与动力工程

23620900220069 张旭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15-能源与动力工程

23621100260049 严锐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694 马建枭 男 汉族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30167 杨文慧 女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18-食品科学与工程

23620100290633 杨梦瑶 女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02-机械电子工程

23620100290752 林凡 男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3620100330632 康佳 男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1F-财务管理

23620500230039 王荣盛 男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18-食品科学与工程

23620500290486 周超辉 男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600240318 米蓉 女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23-测绘工程

23620600290928 李佩欣 男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03-汽车服务工程(智能汽车方向、新能

源汽车方向)

23620600330634 赵鼎山 男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1100320253 闫雯雯 女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2900330633 赏进举 男 汉族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1000260568 杨佳晖 男 汉族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90566 汪连斐 男 汉族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320369 李卓臻 女 汉族 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290344 尚进 男 汉族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3620100290585 张贇 男 汉族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220082 李亚星 男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15-能源与动力工程

23620100230124 单美丽 女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19-应用化学

23620100290466 马世文 男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330331 王家俊 男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退役军人 1F-财务管理

23620100330618 巩奕欣 女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300290402 王龙国 男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900290421 罗海涛 男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900290681 祁永鹏 男 汉族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

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280418 陶振华 男 汉族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320165 李江梅 女 汉族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20236 龚玥如 女 汉族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20258 王丹丹 女 汉族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20909 唐丽娟 女 汉族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400290084 马保钰 男 汉族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330059 马鹏东 男 汉族 兰州科技职业学院 普通 1E-市场营销

23620100320325 应佳蓉 女 汉族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20341 李俊翔 女 汉族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20824 张建花 女 藏族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30271 陈雨莹 女 汉族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0100330692 张盼霞 女 汉族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1000280668 高广成 男 汉族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1D-工程管理

23621100320417 牛玉玉 女 汉族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2900320041 马玉梅 女 回族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290480 孟存圆 男 汉族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1-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3621100290235 曾生全 男 汉族 甘肃能源化工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3-汽车服务工程(智能汽车方向、新能

源汽车方向)
23620100260349 李夏 女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80183 郭东明 男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280262 吴正扬 男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280329 冯鑫 男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290445 孔令腾 男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290558 裴学武 男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0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3620100320262 毛君霞 女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30028 马琦豪 男 回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0100330620 薛佳音 女 汉族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0100230190 汪婷月 女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9-应用化学

23620100260312 杨汝亮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80177 孙占德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100320328 汪雅雯 女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20334 杨明静 女 回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30460 兰斌 男 回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23620800280007 王钰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800280126 张子桐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800280154 晁骏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800280179 刘银东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B-土木工程

23620900320363 金桐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1000260057 赵连华 男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1100320052 张秀霞 女 汉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1300320463 后新巧 女 藏族 平凉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220203 范恒选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大学
退役军人 15-能源与动力工程

23620100260320 刘晨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大学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696 张润源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大学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90451 苏彤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大学
退役军人 04-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3620400260078 王成坤 男 汉族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大学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041 刘志君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114 马陆军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普通 10-软件工程

23620100260287 任省斌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80814 安举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普通 1C-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23620100320513 李慧 女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30102 代文强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退役军人 1F-财务管理

23620500230069 杨雪 女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普通 17-化学工程与工艺

23620900260160 杨旭 男 汉族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20218 康明霞 女 汉族 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普通 15-能源与动力工程

23620100260107 李永鹏 男 汉族 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305 李豪 男 汉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325 祁静妮 女 汉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364 孙佳君 男 汉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普通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260512 王博 男 汉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退役军人 0F-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620100320314 马芮 女 回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普通 22-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

23620100330092 张志燕 女 汉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100330236 李夏林 女 汉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普通 20-电子商务

23620100330873 沙晟磊 男 回族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普通 1F-财务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