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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1考场 301 1503211300000000001-150321130000000003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2考场 302 1503211300000000031-150321130000000006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3考场 303 1503211300000000061-150321130000000009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4考场 304 1503211300000000091-150321130000000012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5考场 305 1503211300000000121-150321130000000015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6考场 306 1503211300000000151-150321130000000018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7考场 307 1503211300000000181-150321130000000021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8考场 308 1503211300000000211-150321130000000024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9考场 309 1503211300000000241-150321130000000027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10考场 3010 1503211300000000271-150321130000000030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11考场 3011 1503211300000000301-150321130000000033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12考场 3012 1503211300000000331-150321130000000036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13考场 3013 1503211300000000361-150321130000000039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14考场 3014 1503211300000000391-150321130000000042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三级第015考场 515 1503211300000000428-1503211300000000432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企业文化师 三级第015考场 216 1503211300000000437-1503211300000000438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房地产策划师 三级第015考场 417 1503211300000000433-1503211300000000436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015考场 118 1503211300000000440-1503211300000000440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四级第015考场 719 1503211300000000421-1503211300000000427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黄金投资分析师 三级第015考场 120 1503211300000000439-1503211300000000439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会展策划师 三级第016考场 1721 1503211300000000441-1503211300000000457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三级第017考场 1222 1503211300000000458-1503211300000000469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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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婚姻家庭咨询师 二级第018考场 723 1503211300000000488-1503211300000000494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婚姻家庭咨询师 三级第018考场 1824 1503211300000000470-1503211300000000487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物流师 一级第019考场 1225 1503211300000000505-1503211300000000516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物流师 二级第019考场 1026 1503211300000000495-1503211300000000504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物流师 一级第020考场 2627 1503211300000000517-1503211300000000542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021考场 3028 1503211300000000543-1503211300000000572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022考场 3029 1503211300000000573-1503211300000000602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023考场 3030 1503211300000000603-1503211300000000632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024考场 3031 1503211300000000633-1503211300000000662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025考场 2232 1503211300000000663-1503211300000000684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黄金投资分析师 一级第026考场 933 1503211300000000685-1503211300000000695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黄金投资分析师 二级第026考场 234 1503211300000000693-1503211300000000694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理财规划师 一级第027考场 3035 1503211300000000696-1503211300000000725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理财规划师 一级第028考场 2936 1503211300000000726-1503211300000000754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采购师 一级第029考场 537 1503211300000000764-1503211300000000768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采购师 二级第029考场 938 1503211300000000755-1503211300000000763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采购师 三级第029考场 1339 1503211300000000769-1503211300000000781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电子商务师 二级第029考场 140 1503211300000000782-1503211300000000782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商务策划师 三级第030考场 1241 1503211300000000783-1503211300000000794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031考场 642 1503211300000000796-150321130000000080113000000

福建农林大学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二级第031考场 143 1503211300000000795-1503211300000000795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1考场 3044 1503211300000000802-1503211300000000831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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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黎明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2考场 3045 1503211300000000832-1503211300000000861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3考场 2046 1503211300000000862-1503211300000000881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公共营养师 四级第3考场 447 1503211300000000882-1503211300000000885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物流师 二级第4考场 1648 1503211300000000886-1503211300000000901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物流师 一级第5考场 2249 1503211300000000902-1503211300000000923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6考场 3050 1503211300000000924-1503211300000000953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7考场 3051 1503211300000000954-1503211300000000983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8考场 2352 1503211300000000984-1503211300000001006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黄金投资分析师 一级第9考场 553 1503211300000001010-1503211300000001014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黄金投资分析师 二级第9考场 354 1503211300000001007-1503211300000001009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理财规划师 一级第10考场 2455 1503211300000001015-1503211300000001038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理财规划师 一级第11考场 2756 1503211300000001039-1503211300000001065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采购师 二级第12考场 2057 1503211300000001066-1503211300000001085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采购师 一级第13考场 1758 1503211300000001086-1503211300000001102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采购师 三级第13考场 359 1503211300000001103-1503211300000001105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二级第14考场 1360 1503211300000001106-150321130000000111813000000

泉州黎明大学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15考场 2461 1503211300000001119-150321130000000114213000000

宁德师院考点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1考场 3062 1503211300000001143-150321130000000117213000000

宁德师院考点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2考场 463 1503211300000001173-150321130000000117613000000

宁德师院考点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3考场 464 1503211300000001177-150321130000000118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1考场 3065 1503211300000001181-150321130000000121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2考场 3066 1503211300000001211-1503211300000001240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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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3考场 3067 1503211300000001241-150321130000000127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4考场 3068 1503211300000001271-150321130000000130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5考场 3069 1503211300000001301-150321130000000133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6考场 3070 1503211300000001331-150321130000000136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7考场 3071 1503211300000001361-150321130000000139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8考场 3072 1503211300000001391-150321130000000142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9考场 2273 1503211300000001421-1503211300000001442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四级第10考场 2274 1503211300000001443-150321130000000146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三级第11考场 275 1503211300000001482-1503211300000001483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会展策划师 三级第11考场 1776 1503211300000001465-1503211300000001481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会展策划师 四级第11考场 177 1503211300000001494-150321130000000149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客户服务管理师 三级第11考场 278 1503211300000001491-1503211300000001492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房地产策划师 二级第11考场 179 1503211300000001493-1503211300000001493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房地产策划师 三级第11考场 580 1503211300000001486-150321130000000149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信用管理师 三级第11考场 281 1503211300000001484-1503211300000001485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会展策划师 三级第12考场 1982 1503211300000001495-1503211300000001513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婚姻家庭咨询师 三级第12考场 883 1503211300000001514-1503211300000001521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物流师 一级第13考场 1784 1503211300000001531-1503211300000001547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物流师 二级第13考场 985 1503211300000001522-150321130000000153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物流师 一级第14考场 3086 1503211300000001548-1503211300000001577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15考场 3087 1503211300000001578-1503211300000001607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16考场 3088 1503211300000001608-1503211300000001637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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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17考场 2189 1503211300000001638-1503211300000001658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18考场 1090 1503211300000001659-1503211300000001669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黄金投资分析师 二级第18考场 191 1503211300000001660-150321130000000166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采购师 二级第19考场 2792 1503211300000001670-1503211300000001696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采购师 一级第20考场 893 1503211300000001713-1503211300000001720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采购师 二级第20考场 1694 1503211300000001697-1503211300000001712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电子商务师 二级第20考场 195 1503211300000001724-150321130000000172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商务策划师 四级第20考场 196 1503211300000001723-1503211300000001723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理财规划师 一级第20考场 297 1503211300000001721-1503211300000001722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采购师 一级第21考场 3098 1503211300000001725-150321130000000175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采购师 三级第22考场 1299 1503211300000001755-1503211300000001766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二级第23考场 30100 1503211300000001767-1503211300000001796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二级第24考场 30101 1503211300000001797-1503211300000001826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二级第25考场 23102 1503211300000001827-1503211300000001849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二级第26考场 15103 1503211300000001850-150321130000000186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27考场 30104 1503211300000001865-150321130000000189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28考场 30105 1503211300000001895-150321130000000192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29考场 30106 1503211300000001925-150321130000000195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30考场 30107 1503211300000001955-150321130000000198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31考场 30108 1503211300000001985-150321130000000201413000000

厦门技师学院翔安校区 企业职能部门经理或主管 一级第32考场 25109 1503211300000002015-150321130000000203913000000

漳州市芗城区新华南路120号零伍大厦5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1考场 30110 1503211300000002040-1503211300000002069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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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芗城区新华南路120号零伍大厦5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2考场 30111 1503211300000002070-150321130000000209913000000

漳州市芗城区新华南路120号零伍大厦5 会展策划师 三级第3考场 1112 1503211300000002123-150321130000000212313000000

漳州市芗城区新华南路120号零伍大厦5 公共营养师 三级第3考场 23113 1503211300000002100-150321130000000212213000000

漳州市芗城区新华南路120号零伍大厦5 公共营养师 二级第4考场 1114 1503211300000002124-150321130000000212413000000

2124合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