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源省份 姓名 性别 文化考号 报考专业 术科总分
广东 `汪若曦 女 2000490310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曹潇雅 女 0306402012 广播电视编导 208
广东 陈达 男 0802411062 广播电视编导 205
广东 陈枫霓 女 5281411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陈捷 男 1900407000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陈绮欣 女 0402418002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陈芊芊 女 0881412041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陈昕杭 女 0305401016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陈昕润 男 0222401006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陈莹颖 女 0105414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陈颖彤 女 0402402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陈韵霖 女 0104411003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陈泽华 男 0304421007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谌娟 女 0306490060 广播电视编导 199
广东 池梓煊 女 0111416012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戴敏静 女 0281403011 广播电视编导 222
广东 邓洁盈 女 0306409020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邓睿 女 0307404052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董子豪 男 0114499011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冯达贞 女 0111414007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冯嘉颖 女 0104407007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冯珂 女 1900411007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冯煜仪 女 0606417005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符建新 男 0802411039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甘可靠 男 1224403049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高畅 女 0111414017 广播电视编导 202
广东 高文轩 女 0304412004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关乔之 女 1701403035 广播电视编导 202
广东 郭静雯 女 0606423005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郭润雪 女 2000404004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郭秀纪龙 女 1625404023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郭悦 女 1900403008 广播电视编导 207
广东 韩羽 男 0802412027 广播电视编导 201
广东 何超霖 男 0605412022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何睿琪 女 0106405008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何子仪 女 1900490352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贺可 女 1802413003 广播电视编导 197
广东 贺煜雯 女 0402415022 广播电视编导 200
广东 洪金斌 男 5221409021 广播电视编导 217
广东 胡静 女 1391401005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胡燕 女 0307490071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胡煜苹 女 0402402010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黄嘉炜 女 0307417004 广播电视编导 198
广东 黄健桓 男 1621405002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黄睿 女 0281401006 广播电视编导 196
广东 黄玮婷 女 0201410007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黄逸韬 男 0309401203 广播电视编导 199
广东 黄瑛瑶 女 0112499005 广播电视编导 216
广东 黄源 女 0106402009 广播电视编导 224
广东 黄知中炎 男 0304406043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黄智琪 女 0309402050 广播电视编导 204
广东 黄祖莹 女 0307410000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江雯敏 女 2000432018 广播电视编导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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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蒋亦彤 女 0306490139 广播电视编导 201
广东 康嘉霖 男 0112423015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赖天宇 男 0106405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兰璇 女 0605425005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蓝思娜 女 1421402020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蓝彦琦 女 1422401007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蓝烨明 女 0605414044 广播电视编导 207
广东 雷子悦 女 0311490043 广播电视编导 196
广东 黎耀骏 男 0103422024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李澳 女 0982401019 广播电视编导 197
广东 李达 男 0803403016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李卉芊 女 0307412001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李晴 女 0106414002 广播电视编导 199
广东 李秋颖 女 0606405002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李婷 女 1881403069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李伟鹏 男 0306490354 广播电视编导 196
广东 李文玲 女 0606411014 广播电视编导 200
广东 李雯雯 女 0281401001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李小倩 女 1224403036 广播电视编导 209
广东 李晓芬 女 0105410004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李韵 女 0307413000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李泽锦 女 0402405002 广播电视编导 196
广东 梁焕平 女 0701403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梁泳垚 女 0606425027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廖家瑜 女 1623403030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廖嘉琦 女 0307401032 广播电视编导 196
广东 林泓玉 女 0305408024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林桦 男 5102405014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林佳瑶 女 1900425009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林嘉振 男 0306409013 广播电视编导 203
广东 林鸣宇 女 0117401010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林沁依 女 1302401008 广播电视编导 200
广东 林趋秀 女 5102405003 广播电视编导 201
广东 林少榕 女 0307407001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林振瑜 女 0803408004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刘康意 女 0104483040 广播电视编导 203
广东 刘佩 女 1623403020 广播电视编导 197
广东 刘思琪 女 0308403003 广播电视编导 198
广东 刘小莹 女 0606409003 广播电视编导 216
广东 刘芷林 女 0705410000 广播电视编导 207
广东 龙嘉 女 0403401007 广播电视编导 209
广东 卢百麒 男 0112401002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陆泳雯 女 0103409019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罗甜 女 0311490068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罗子豪 男 0115408014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马海云 女 0112421022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麦泳僖 女 0306402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梅雪蓥 女 2000414001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苗楚昀 女 0105418001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欧阳欣 女 8606436008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潘雨琦 女 0104405008 广播电视编导 219
广东 潘梓薇 女 0605427006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彭宝莹 女 0307408013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彭琳 女 1302417000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钱玉琪 女 0605490089 广播电视编导 212
广东 任诺恬 女 0705404005 广播电视编导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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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任恬睿 女 0106402015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容楚君 女 0605414039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容喜妍 女 0701405005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沈湘钿 女 5102405008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石乃心 女 0307409086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舒瑞莹 女 0305408003 广播电视编导 200
广东 苏会雅 女 0803401005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孙珑月 女 0402403015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谭阅 女 1202401013 广播电视编导 218
广东 唐琬淇 女 0803401003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田园 女 0403401015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田泽杰 男 1900491612 广播电视编导 225
广东 童子溪 女 0104483035 广播电视编导 200
广东 万佳宁 女 0305402019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汪捷翔 男 0305402015 广播电视编导 199
广东 王迪尔 女 5381403012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王凡 男 1621401016 广播电视编导 210
广东 王婉恬 女 0605412025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王萧 男 1302406065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王晓婷 女 0306408004 广播电视编导 199
广东 王语宸 男 0304420000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王玉滢 女 0803401019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王钥 女 1900430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王紫欣 女 0304404004 广播电视编导 208
广东 韦莹莹 女 0281401007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魏伟鑫 男 0402416013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魏子超 女 0404402001 广播电视编导 205
广东 吴家锐 男 0306406051 广播电视编导 212
广东 吴嘉欣 女 0307413011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吴璇 女 0606407006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吴伊欣 女 0605430006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吴渝曦 女 0402402006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吴钰漩 女 0106402007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伍霭伦 女 0606425053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夏梓裕 女 0104499001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肖霁芳 女 0303590152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谢昌健 男 2000404017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谢嘉烨 男 0605412031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谢雅欣 女 0308402019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徐淑珩 女 2000402028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许颖 女 1621404035 广播电视编导 198
广东 严靖琳 女 0605412027 广播电视编导 198
广东 颜佳蕾 女 0304409028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阳珂 女 0106481005 广播电视编导 200
广东 杨嘉豪 男 0104483025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杨斯宇 女 0303407028 广播电视编导 200
广东 杨童舒 女 0701490000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杨雅佳 女 5281401002 广播电视编导 204
广东 杨颖 女 0605412026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杨勇 男 0306490138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姚曦昀 女 0306415004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叶美余 女 0881413044 广播电视编导 221
广东 叶婉琳 女 0608401020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于菲菲 女 0303401025 广播电视编导 193
广东 余浩淞 男 0511404026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余诗琳 女 0306490300 广播电视编导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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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曾柯权 男 0507406000 广播电视编导 191
广东 曾琬倩 女 0282403021 广播电视编导 195
广东 曾小倚 女 1701403021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曾雅钰 女 1701403030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张丽盈 女 0403401004 广播电视编导 203
广东 张荣杰 男 0118401008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张瑞柠 女 0104406008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张颖琪 女 0701403002 广播电视编导 189
广东 张钰 女 0304420004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张子皓 男 0404404004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赵钰华 女 0705404011 广播电视编导 192
广东 赵紫冰 女 0402416009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郑诗雅 女 0303407024 广播电视编导 203
广东 郑琬婷 女 0605490086 广播电视编导 201
广东 郑文蔚 女 2000404020 广播电视编导 203
广东 郑晓婷 女 0305408018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郑晓滢 女 2000401019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钟艾丹 女 0106405006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钟家蔚 女 0106405007 广播电视编导 194
广东 钟骏 男 0605416045 广播电视编导 188
广东 钟莹 女 1421402018 广播电视编导 186
广东 周李昕 男 0111416003 广播电视编导 185
广东 周晓汶 女 0605419000 广播电视编导 190
广东 朱楚佩 女 0106407001 广播电视编导 187
广东 朱嘉妍 女 0106499003 广播电视编导 213
广东 朱俊彦 男 0118401003 广播电视编导 208
广东 庄筱怡 女 0606411061 广播电视编导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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