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准考证号 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张琢之 16011310414430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思远 16011292010509 汽修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顾鑫豪 16011292010618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殷垚垚 16011310211414 工业网络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虎 16011231710908 物联网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智宇 160110301104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孔庆轩 16011095811027 机电一体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为 16011095810119 现代纺织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进城 16011310310818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闯 16011193912202 计算机信息管理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邹昌昊 16011193911325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郑乾猛 16011280412330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训龙 16011280411516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韵迪 16011280411921 市政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旭阳 1601128041160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卫笑晨 16011280411503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卓 16011280411102 汽车电子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子修 16011280412906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昊 16011292010708 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杜李娟 16011292010523 物流管理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殷仁杰 16011292010522 生物制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超 16011292010519 建筑工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佑铭 16011292010520 工程造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诗阳 16011292010713 化工装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何晨澜 16011292010623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祁路明 16011292010619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胡建国 16011292010622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奇 16011310610613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贾超 1601131121150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志平 16011270311111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林恺 160111052112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丁志康 16011128810101 电气自动化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陈冬阳 16011268610819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书杰 1601126861090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嘉闻 16011280811017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睿 16011280810323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洪材 16011396212630 软件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温华董 16011396212329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金浩 16011084810308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成辉 1601108481291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浩 1601108481420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雄杰 16011084810226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魏晓雨 16011084811201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世界 16011375210411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锦 1601126821192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强 16011268210306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宝庆 16011268211218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吕泽真 16011268211926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培新 16011375410211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 欣 16011375411110 石油化工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江苏省第五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
专科段拟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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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亮 16011280713411 现代纺织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梦初 16011280713305 纺织品检验于贸易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尹杰 16011280711030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天宇 16011280713303 纺织品检验于贸易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浩 16011310210811 复合材料加工与应用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玥 16011310210401 药物制剂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欣 16011310210506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跃超 16011310211323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正威 16011310210901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倪迎港 16011310211408 化学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创 16011310210826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滕刘松 16011310211003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旭 16011310211412 化学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明秀　 16011310211511 工业网络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季晓晨 16011310210124 制冷与冷藏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海涛 16011310210830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鵬超 16011310210113 药物分析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靖 16011310210213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邵长滨 16011310210516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业绪松 16011310211313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之鹏 16011310211325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立波 16011310210115 药物分析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秦正涛 16011310211316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雨森 16011310211307 电气自动化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清旭 16011310211320 工业网络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鹏程 16011310211327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江峰 16011310210214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帅　 16011310211229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世龙 16011310210829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子啸　 16011310211030 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宇豪 16011231712321 软件工程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江枫 16011231712209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佳晨 16011231710504 数控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经力 16011231710505 数控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曼 16011231712301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管理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岩 16011231710916 自动化（南工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盛 16011231712115 电气自动化技术（江科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倩 16011231710913 自动化（南工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香华 16011231712205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玉 16011231711113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耀 16011030110808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邱悦 16011030110726 环境工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杨纬明 1601103011052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夏旋 16011030110514 机电一体化技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钟子歆 160110301104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焦淑佳 16011030110721 环境检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赵志远 1601103011052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雅庆 16011030110427 物联网应用及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梦月 16011030110516 软件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洁雅 16011030110605 计算机（本）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戚兴旺 16011030110713 环境工程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亮 16011030110617 机电一体化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松吉 16011095810306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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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敏捷 16011095810622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嘉诚 16011095810630 机电一体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瞿紫赟 16011204711001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史姗姗 16011204710227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轶凡 16011204710901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子唯 16011204710729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鹏 16011204710730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静瑶 16011204710508 制冷与空调技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司凡 16011204710815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康欢 16011310310614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佳奇 16011310310318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甘俊 1601131031051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亮 1601131031062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如伟 16011310310307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邵国龙 16011310310424 林业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逸存 16011310310927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东 16011310310316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心磊 16011310310505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倪航 16011310310801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颖珠 16011310310128 园艺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储钢 16011310311010 数控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部 16011280611604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宏星 16011280612107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武运民 16011280613927 动物医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程牧 16011280611607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希宇 16011280611608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健秋 16011280612421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均益 16011280613428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鹏伟 16011280613713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周子健 16011280611605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飞鸿 16011280611114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顾疏桐 16011280613813 药物制剂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潾妤 16011280610209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成涛 16011280613721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钱建松 16011280614207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邢玉林 16011280610705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虞超 16011280612120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迎回 16011280613414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诗 16011280613928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戴妤茜 1601128061342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栋华 16011310412427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国伟 16011310412713 食品质量与安全(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智 16011310411321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佳 16011310411508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金波 16011310410305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朝惠 16011310412701 食品质量与安全(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坤 16011310812204 建筑工程管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骆政 16011310810525 工业设计与制作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士长 160113108138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瑞 16011310813311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剑峰 1601131081091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雪华 16011310812311 光伏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海渊 16011310813715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逸飞 16011310813403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源鑫 16011310810610 工程造价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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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洁 16011310812201 工程造价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年祥 160113108118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家佳 16011310810315 数控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亮 16011310811417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翔宇 16011310812217 工程监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科杰 16011310811830 物联网应用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兴琪 1601131081162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书雷 160113100103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奇真 16011310010628 建筑工程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力航 16011193910127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心悦 16011193911220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徐继阳 16011193912123 动漫设计与制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同尧 16011193911709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树强 16011193912512 生物制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王广坤 16011193910820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孙思远 16011193911206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高峰 16011193910125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令臣 16011193911924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钱元华 16011193910712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孔浩 16011193910922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陆湘帅 16011193911316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贾镝旸 16011193911130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耀 160111050102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傲 16011105010718 工程造价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永俊 16011105010728 工程造价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寒 16011105011520 室内设计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蒙蒙 16011105011127 计算机应用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达世军 16011105010925 电子商务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卫 16011105010224 建筑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晓阳 16011105010227 建筑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刚刚 16011105010626 工程造价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露平 16011105011427 服装设计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柴里轩 16011400110914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许英富 16011400110308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恒 160114001117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世康 16011400110603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戴陈 16011400110908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晋玮 16011400110129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左素素 16011400111019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薛苏平 16011400111002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于超 16011400110127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周志如 16011400110306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孙昊 16011280411515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霍同运 16011280412719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田崇祥 160112804118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杰 16011280411623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浩珲 160112804115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晓博 16011280411420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楠 1601128041222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子旭 16011280413724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翔 16011280411827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启浪 16011280411607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魏松 16011280411506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文国 16011280411303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单文兵 16011280411901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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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卓飞 16011280412814 工程机械与维护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龙 16011280410621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建松 16011280411228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罗迅 16011280413614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戎毅 16011280411004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刚 16011280410304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慧 16011280411915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原浩 16011280411512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乐乐 16011280410610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冬 16011280413501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明绪 16011280412011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健 16011280413025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奎亮 16011280412828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杨 16011280411223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云飞 16011280413104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雨停 16011280411103 汽车电子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魏东 16011280411005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杉根 16011280410726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贲刘峰 16011280413410 园林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涂旋 16011280411906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尹浩 16011280412809 工程机械与维护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帆帆 16011292010620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吕文俊 16011292010719 数控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天源 16011292010722 化工装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余德新 16011292010127 工程造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方雪 16011292010502 数字媒体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彬 16011292010604 机电装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红涛 16011292010528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高宇 16011292010621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梁广利 16011292010513 数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弘辰 16011292010306 生物制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丹丹 16011292010617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鄢巧钰 16011292010224 工业分析与检验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梓良 16011292010420 软件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单长划 16011292010601 高材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琳 16011292010606 热能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杨晓 16011292010526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清 16011292010616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田丰 16011292010529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红莉 16011292010710 工业环保与安全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叶青 16011292010327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贺起孟 16011292010205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高薇 16011292010525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尊延 16011292010222 工业分析与检验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庆丰 16011292010110 模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厉红亮 16011292010324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翔 16011292010703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俞轩 16011292010704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叶腾 160112920103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石全 16011292010624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倪敏 16011310610707 高铁信号控制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米江根 16011310610528 工程造价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威 16011310610619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欣雨 16011310610708 铁道信号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源 16011310610403 城轨车辆（苏州地铁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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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昊 1601131061051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亮 16011310610108 高速动车组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科杰 16011310610823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存金 16011310610106 铁道机车车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争荣 16011310610720 通信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鹏 16011311211521 物联网应用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礼阳 16011311214516 电气自动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金金 16011311216017 计算机网络技术（嵌入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耀 16011311215917 软件外包服务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俞志庆 16011311216218 通信工程监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硕 16011311211527 无线电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兆伟 16011311214519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天宇 16011311215813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岳园 16011311211529 无线电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尹逸醒 16011311215806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军 16011311216118 电信服务与管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太文 16011311212603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桑家驹 16011311215229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城 16011311216626 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烁 16011311214619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鹏霄 16011311214825 通信技术（二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陈俊 16011311214304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祥 16011311215224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虹 16011311215928 计算机网络技术（嵌入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桂俊诚 16011311210106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夏业军 16011270310614 船舶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章安虎 1601127031082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明月 16011270311013 集装箱运输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雪春 16011270311227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胥曜 16011268410515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沈磊 16011268410118 园艺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志豪 16011268410414 生物技术及应用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鞠心洁 16011268410524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上上 160112684110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林旭飞 16011270311402 数学教育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陈奕陶 16011270311407 小学教育（理科）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彭博 1601110521113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杨欢 16011105211830 机电一体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卢昌伟 1601110521022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徐国政 16011105211223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周亮 16011105211608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高强 1601110521102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姜勇健 1601110521050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朱迪 1601110521022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徐孙霞 16011105211401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威 16011128811407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周锐 16011128811411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韩承成 16011128810515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沙颖 16011128811302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魏伏泽 16011128810614 数控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许淇 16011128810223 计算机网络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杨智伟 16011128811405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唐振超 16011128810520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魏浪 1601112881052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史伟 1601126861083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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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志峰 1601126861090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展 16011268610424 机电一体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翔 16011268610313 机电一体化（专本衔接）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琪 16011268610822 计算机信息管理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佳锋 16011268610418 机电一体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勇 16011268610530 应用电子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凌飞晨 16011268610307 机电一体化（专本衔接）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昱弛 16011268610619 电子与信息工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永胜 1601126861082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村干 16011268610422 机电一体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嵇伶俐 16011268510111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祝长文 16011268510114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岳帮响 16011268510209 软件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海云 16011268511307 染整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单嘉杨 160112685110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浩 16011280810504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佩雯 16011280811019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凯 16011280810707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波 16011280811816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曾庆梓 16011280811427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攀 16011280811023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波 16011280810410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本龙 16011280810321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秦皓 16011280811325 生物技术及应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澍恒 16011280811424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璐璇 16011280811129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露晶 16011280810303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崇明 16011396210105 汽车检测与维修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饶敦杰 16011396210524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黄志远 16011396212622 软件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陈青云 160113962124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志伟 16011396212104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刘鑫 1601139621232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雅婕 16011396211818 动漫设计与制作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房文静 160113962134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新 160112681106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殷睿卿 16011268111219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胡彦强 16011268111121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蔡文武 16011268110202 光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缪经纬 16011268110607 报关与国际货运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学诚 16011268110301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方文杰 16011268110406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董文珺 16011310813811 工程造价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冰 16011310813806 工程造价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夏国伟 16011084811725 工业机器人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驰 1601108481030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如 1601108481032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孔蔚 16011084810506 工业机器人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研 1601108481303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来威 1601108481072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魏子华 16011084813118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阮琛斐 16011084810306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乔虎 16011084810423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波 1601108481030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添 160110848108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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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昱临 1601108481072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刚 1601108481300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向升 16011084812715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文豪 1601108481072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春雨 1601108481090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翔 16011084812924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美合作）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占富 1601108481302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军伟 160110848142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镜凯 16011084813826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魏威 16011084811504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穆梦祥 16011084812201 软件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圣 1601108481031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骥 1601108481290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书昊 16011084813226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乐云波 16011084812528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小飞 16011084810213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郇昌宝 16011084812818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煜 16011084812414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鹏 16011084813808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海威 1601108481030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翟旭博 16011084813122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华君 16011084813607 计算机网络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杭 16011084813726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越凡 16011375210407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达 16011375210106 机电一体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永嘉 16011375210604 汽车服务于营销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海亮 16011375210107 机电一体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雪茹 16011375211221 现代纺织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瑞 16011268210215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方禹文 16011268210527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国宝 16011268210110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俞春磊 16011268211316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颖 16011268210516 司法鉴定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少帅 16011268211706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松 16011268210926 医学技术类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益流 16011268210806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静 16011268211630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茂涛 16011268211010 医学技术类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桐 16011268210630 预防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苏杰 16011268210517 医疗美容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培圣 16011268211519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龚义翔 16011268210925 医学技术类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翟杨 16011268210701 预防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滕浩 16011268212005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琦 16011268211410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雨禾 16011268211119 医修医电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宝吉 16011268210807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伍晗 16011268211123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海波 16011268211705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苏芹 16011268210301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磊 16011268210221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延安 16011375410622 应用化工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郝昕 16011375410427 计算机应用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皓琦 16011375411122 工业分析与检验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大伟 1601137541011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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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楠 16011375410715 石油工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涛 16011375410419 电气自动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 亮 16011375410721 环境监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乾 16011375411215 机械设计与制造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殷卫东 16011375411417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艳萍 16011375410425 计算机网络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亚欧 16011375411520 机电一体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常之豪 16011146210110 道路桥梁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华昌 16011146210122 道路桥梁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黄旭 16011146210322 医学检验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许越 16011146210326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明祥 16011146210404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曹爱能 16011146210615 模具设计与制造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钱钱 1601114621061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纪源 16011146210621 模具设计与制造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陈晶晶 16011146210324 医学检验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朱梦蝶 16011292110316 环境艺术设计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苏徽 16011280710405 应用电子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轲 16011280711009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林圆森 16011280710527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磊 16011280711512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良 16011280710514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爽 16011280712207 数控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珏炜 16011280710415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戈月 16011280710410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倩倩 16011280713328 现代纺织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静 16011280713230 纺织品检验于贸易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商杰 16011280710424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暴晓飞 16011280713519 环境与艺术设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子豪 16011280710520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苗海潮 160112807116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加保 16011280713321 现代纺织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董腾腾 16011280710301 电气自动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伟 16011280710105 电气自动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锐 16011280711528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楚梦琪 16011280713401 现代纺织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祥超 16011280710119 电气自动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程杰 160112807117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邵圣洁 16011280710708 服装制版与工艺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欣 16011280713123 高分子应用材料技术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绍峰 16011280710411 机电一体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爱华 16011280712420 纺织品设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罗凯 16011310210526 市政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守俊 16011310210918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逸鸣　 16011310211205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宏 16011310211224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驰磊 16011310211329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是子羽　 16011310211517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世伟 16011310211409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菲菲 16011310210730 市政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磊 16011310210130 建筑设计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永 160113102111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启源 16011310210201 建筑设计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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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晴 16011310210312 生物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孔祥民 16011310210504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科成 16011310210819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侍科 16011310210108 生物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函生 16011310210117 药物分析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晶靓 16011310210421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惠金鑫　 16011310210914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强　 16011310211413 工业网络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赛　 16011310211129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褚旭 16011310211207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非 16011310211215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正阳 16011310211302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婉 16011310210324 药物制剂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尊浩 16011310210801 材料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晋刚 16011310211206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祝进 16011310211509 工业网络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燕 16011310210313 生物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志康 16011310210910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熊鹏辉　 1601131021110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仁智 16011310211212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可欣 16011310211513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缪俊强 16011310210217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彭维兵 16011310210523 市场营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贵福 1601131021110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家辉 16011310211318 软件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姚璐琦 16011310211608 医药营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颖颖 16011310210310 生物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史健 16011310210517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冶 16011310210921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璇 16011310211014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锡宏 16011310211222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苏乃锐 16011310211606 医药营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逸斐　 1601131021111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畅萌 16011310210719 酒店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慧琴 16011310210727 市场营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岩 16011310210930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培祥 1601131021111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榭同 16011310210119 药物分析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顺顺 16011310210122 药物制剂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霍春恒 16011310210323 药物制剂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姚 16011310210825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勤明 16011310210207 室内设计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泓言 16011310210616 会计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文杰 16011310211018 理化测试及质检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立凯　 1601131021111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剑桥　 1601131021111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子月 16011310211428 体育服务与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超 16011310210816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肖 16011310211026 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巧 16011310211601 化学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思 16011310210319 药物分析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谭帝宁 16011310210507 计算机网络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淼 16011310210521 市场营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闫茂硕 16011310210803 材料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鹏 16011310211403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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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 16011310210414 室内设计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硕楠 16011310210607 国际商务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小艳 16011310210627 会计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港　 16011310211015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耿进同 16011310211025 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谭章鹏 16011310211330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晨 16011310210309 生物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嘉雯 16011310210317 药物分析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方雨 16011310210520 市场营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海天 16011310210522 市场营销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满　 1601131021112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涛 16011310211213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翱帆 16011310210109 生物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卢庆稳 16011310210216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蒙 16011310210405 药物制剂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佳萱 16011310210418 室内设计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露 16011310210810 材料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褚雪黎 16011310211605 化学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彬 16011310210106 生物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俊 16011310210116 药物分析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海峰 16011310210514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祁培培 16011310211127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路益 16011310211214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舒畅　 16011310210812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涛 16011310210828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震 16011310210925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世辉 16011310211209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凯 16011310210206 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慎远 1601131021021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玉梅 16011310210715 酒店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晓旭 16011310210922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磊 16011310211002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洁 16011310211425 工业分析与检验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志 16011310210127 制冷与冷藏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贾丹萍 16011310210613 会计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安 16011310210902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胜伟 16011310210104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宋瑾 16011310210420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榴　 1601131021112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竞博　 16011310211020 模具设计与制造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丹 16011310211319 软件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邵丽娟 16011310211422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房慧 16011310210530 工程造价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杰 16011310210802 材料工程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云 16011310210817 工程测量与监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蔡华 16011310211225 建筑工程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小剑 16011310211310 计算机信息管理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桂林　 16011310211515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富强 16011231711308 机械设计与制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宇枫 16011231711813 数控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明桐 160112317120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加烨 16011231710926 电气自动化技术（江科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文杰 16011231711605 通信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林玉旺 16011231711511 机械设计与制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宇 16011231711711 汽车电子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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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震 16011231712018 电气自动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毅 16011231712118 电气自动化技术（江科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文文 16011231711709 计算机网络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阳 16011231711919 软件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伟 16011231711012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管理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明辉 16011231712308 移动通信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元场 16011231710810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耿旭 16011231710728 应用电子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白洋 16011231712013 电气自动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枫 16011231710927 电气自动化技术（江科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伟 16011231711326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鹏 16011231711509 机械设计与制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霄 16011231712113 电气自动化技术（江科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石强 16011231710326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邹文军 16011231711427 机械设计与制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汤娇杨 16011231711804 数控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宝春 16011231710210 通信网络与设备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刁佳 16011231711908 软件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明月 16011231710118 软件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东 16011231710921 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谦君 16011231711529 数控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阳 16011231712103 电气自动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震 16011231711519 模具设计与制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梅德佳 16011231711408 模具设计与制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振涛 1601123171182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梦阳 16011231710430 数控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文杰 16011231710323 电气自动化技术（海本）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为明 16011231711024 计算机网络技术（南邮）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江涛 16011231711324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伟 16011231711007 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管理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含影 16011231711110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赞 16011231711205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国军 16011231711828 计算机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承杰 16011231710602 软件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磊 16011231711218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紫芸 1601123171181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卢永康 16011231712317 软件工程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辉 16011231710811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晨晨 16011231711116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珏 16011231711215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明轩 16011231712024 电气自动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宇 16011231712106 电气自动化技术（江科大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凯 16011231710121 软件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鹏飞 16011231710203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盼 16011231710723 微电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阳 160112317114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港 16011231711602 通信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煦棠 16011231711608 通信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谈旭 16011231711818 计算机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樱宏 1601123171182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庄闯 16011231711428 机械设计与制造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婷梅 16011231711708 计算机网络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宣羽 16011231712221 软件技术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何 16011207810504 汽车运用技术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祥雨 16011207810526 汽车运用技术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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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路 16011207810715 汽车运用技术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何佳明 16011280511218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坤 16011280511918 应用电子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启栋 1601128051122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邹伟 1601128051172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春琪 1601128051021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立健 1601128051012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长泉 16011280511419 应用电子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昊宇 16011280511923 物联网应用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尚 16011280512304 软件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天佑 1601128051012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成 160112805118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洁 16011280512029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卢子涵 1601128051021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仰猛 16011280510702 软件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玉平 16011280512118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建平 1601128051193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施航 16011280510228 移动通信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栓栓 1601128051142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誉州 16011280511429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梅福旺 1601128051010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登友 160112805121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左加伟 160112805122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政 16011280512204 软件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士成 16011280511815 物联网应用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渠基伟 1601128051131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宁 1601128051171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可 16011280510801 移动通信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泉健 16011280512120 应用电子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进魁 160112805105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海月 16011280511014 软件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史超明 1601128051162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一帆 16011030110727 环境工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潘尚鹏 16011030110107 建筑工程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乐媛 16011030110101 建筑工程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柳元元 16011030110715 城市园林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赵源峥 16011030110513 机电一体化技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欧阳岩 1601103011052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晨露 16011030110805 环境工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董超 16011030110807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婷婷 16011030110214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南 16011030110302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於剑 16011030110327 建筑装饰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平国 16011030110218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乔阳 16011030110518 软件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陈艳 16011030110804 环境工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苏云 160110301104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周世珺 16011030110223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郭子龙 16011030110326 建筑装饰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文静 16011030110613 计算机（本）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殷晨真 16011030110130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立 160110301104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曹帆 16011030110210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子翔 16011030110215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永汗 16011030110216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第 13 页，共 46 页



姓名 准考证号 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江苏省第五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
专科段拟获奖名单

朱慧军 16011030110403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罗倩倩 16011030110718 环境艺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佳乐 16011030110120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马坤坤 16011030110430 物联网应用及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元棋 16011030110803 环境工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宋菡萱 16011030110122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严砚秋 16011030110315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昱洁 16011030110428 物联网应用及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薛婉倩 1601103011041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娄佳仪 16011030110323 建筑装饰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伟 16011030110420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宇 16011030110504 机电一体化技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牛威 16011030110628 应用电子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善坤 16011030110520 软件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梁陆怡 16011030110722 环境检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梁雅靖 16011030110730 环境工程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赵方航 16011030110128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孙悦 16011030110212 工程造价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灵玲 160110301106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许志刚 160110301106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董灵珺 16011030110209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梁长乐 16011095810713 机电一体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天杰 16011095810711 机电一体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婷婷 16011095810110 纺织贸易与检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倪建成 16011095810705 机电一体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单佳文 16011095810120 现代纺织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宗栩剑 16011095810619 海洋工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羽 16011095810301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超 16011095810230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晓溪 16011095810111 纺织贸易与检测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尧 16011095810721 机电一体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惠 16011095810322 服装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甄思琦 16011095810729 机械设计与制造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雯 16011095810105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云帆 16011095810404 服装制版与工艺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小东 16011095810607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如晨 16011095810201 工业分析与检验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森峰 16011095810307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季婧 16011095810827 家用纺织品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海宇 16011095810609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晓洋 16011095810723 机电一体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娇娇 16011095810209 染整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万朋 16011095810512 电气自动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杰伟 16011095810820 产品设计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东旭 16011095810523 模具设计与制造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羽 16011095810625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敏 16011095810125 现代纺织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俊辰 16011095810303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海静 16011204710706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徐翊 16011204710118 应用电子技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培培 16011204710304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樊瑾楠 16011204710414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海芹 16011204710704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昌伟 16011204710722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健超 16011204710427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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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鑫 16011204710723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茅冠一 16011204710726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秦煜 16011204711005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诗颖 16011204710528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涛 16011204710604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旭栋 16011204710201 应用电子技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苗 16011204710922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文 16011204710906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琦 16011204710709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雪雪 16011204710925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施奕雯 16011204710401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巧巧 16011204710919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穆飞 16011204710226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文栋 16011204710309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胜 16011204710813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笑云 16011204710313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吕张帝 16011204710324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力鑫 16011204710830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爱芙蓉 16011204710230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剑 16011204710712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文杰 160112047108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良松 16011204711006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彬 16011204710406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春兴 16011204710721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殷伍港 16011310310319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少坤 16011310310806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鸿飞 16011310310823 市政工程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琪隆 16011310310825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栾晓月 16011310310730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志强 16011310310919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花萌 16011310311023 农业技术与管理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志鹏 16011310310514 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凯 16011310310709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瑞文 16011310310820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晏晓风 16011310311027 现代农业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方奇 16011310310101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子淇 16011310310501 生物技术及应用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尚庆东 16011310310608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浩伟 16011310310609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淑清 16011310310426 林业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卢一鸣 16011310310913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修武 16011310310905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韩阳 16011310310924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谢晟 16011310311001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江帆 16011310310613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崔志远 16011310310828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瑶 16011310310926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古瑞旻 16011310310124 工程造价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鑫 16011310310606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洁 16011310310717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尚凯 1601131031101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苏徽 16011310310110 木材加工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章钰晨 16011310310312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吕扬 16011310310629 机械设计与制造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俊 16011310310829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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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16011310310102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飞 16011310310309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岳子豪 16011310310320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仕明慧 16011310310807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立 16011310311016 园艺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毛希雅 16011310310326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正康 16011310310815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振 16011310310821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藓枫 16011310311002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若缘 16011310310308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浩 16011310310323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程 16011310310414 木材加工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敏锐 16011310310415 木材加工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艳芳 16011310310506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方佳乐 16011310310628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萍 16011310310925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舒远 16011310310201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章思圆 16011310310301 畜牧兽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仝德峰 16011310310610 园林技术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通 16011310310809 林业技术（专本连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海 16011310310923 园林（4+0联合培养）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倪慧敏 16011280613821 药品质量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周二宝 16011280614704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云凤 16011280611611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田屹 16011280614230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赵豪坤 16011280611005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沈子亮 16011280611603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郭盛杰 16011280612129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峥 16011280610303 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潘齐雄 16011280611416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贇 16011280610803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昊 16011280612517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钱嘉威 16011280614021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倪健业 16011280614026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邵松波 16011280612415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知呓 16011280613427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仲飞越 16011280614617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恒光 16011280611510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杜林祥 16011280612525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肖自东 16011280614723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糜长浩 16011280612118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武文政 16011280612122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宁 16011280613711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卿 16011280611618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政 16011280612322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丹 1601128061341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韩冲 16011280611116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费翔 16011280611504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姿静 16011280611517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伍嘉仪 16011280612014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鲍鑫悦 16011280613803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季颖月 16011280610523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斌 16011280611503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谢长庚 16011280611518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谢丽思 16011280612420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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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柏 16011280613408 农产品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路培坦 16011280612214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浩宇涛 16011280613519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心怡 16011280614817 景观设计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于利建 16011280610118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琳 16011280611512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赵伟 16011280611425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阮伟业 16011280611901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家辉 16011280612329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沈祺 16011280612530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吕亚明 16011280612722 机电一体化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玉 16011280614707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瑜 16011280614908 园林工程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晗 16011280612909 机电一体化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广言 16011280613304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倩 16011280613417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韩聪 16011280613509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庆杨 16011280613817 中药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波 16011280613829 药品质量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敏 16011280610611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永露 16011280610813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晋元 16011280611508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姚男 16011280614016 中药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耿志远 16011280611507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鲍思凡 16011280612315 养禽与禽病防治14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严谈 16011280610402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冯佳欢 16011280610423 宠物养护与疫病防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蒋梦菲 16011280610619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景潇 16011280610703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文祎 16011280612419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潘庆余 16011280614304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培根 16011280612521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宋恺炳 16011280613516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会珍 16011280611117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高卉 16011280611219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楚筠 16011280611615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卢洵 16011280613421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以磊 16011280613502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邵国鹏 16011280613628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功 16011280614422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全萌 16011280614730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顾沁蕊 16011280610610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江思源 16011280612002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段明媚 16011280612201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罗红欢 16011280612225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尹钱买 16011280612717 机电一体化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施晔 16011280613419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梅 16011280613622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于丁鑫 16011280613729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燕婷 16011280614218 药品质量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蔡子健 16011280611528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丁新月 16011280611601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吴昊 16011280611808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阳露 16011280611913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胡肖琴 16011280611917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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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承铭 16011280613423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晨 1601128061371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鹏 16011280614015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峰 16011280610406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滕双双 16011280610804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郝俊林 16011280610805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蔡紫瑄 16011280611427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于翔 16011280611602 饲料与动物营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陶冶 16011280611829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逸鑫 16011280612110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倪陈凯 16011280612111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黎玲玲 16011280612219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龙奕帆 16011280612302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谢成我 16011280612626 数控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樱 16011280613308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陶志昊 16011280614324 中药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茆苏苏 16011280610430 宠物护理与美容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庞壮壮 16011280610913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平 16011280611004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欢乐 16011280611224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沈瑜姣 16011280612529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衡雨晴 16011280613129 通信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伟杰 16011280613313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颖 1601128061350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伟伟 16011280614518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曹立华 16011280610603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潇鹏 16011280610806 畜牧兽医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诸湘铃 16011280611415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昊 16011280612121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袁文秀 16011280612407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韩蕾 16011280612601 动物防疫与检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林晨 16011280613206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晶晶 16011280613919 药物制剂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马中林 16011280614530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孟 越 16011280610208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影 16011280610409 宠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杨硕 16011280611428 动物科学与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吉同成 16011280612416 动物医学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林 16011280614315 药品质量检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何艳莹 16011280614411 生物制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季通伟 16011280614702 水产养殖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耀 16011310413917 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俊 16011310410329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益铭 16011310412612 食品质量与安全(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菁菁 16011310410409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慧 1601131041180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黎又嘉 1601131041190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帅 16011310412028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意玲 16011310415510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矛 16011310414518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桂佳 16011310412517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谢楠 16011310410628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瑞阳 16011310413412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智 16011310412928 药品经营与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夏静媛 16011310413027 药品经营与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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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诗 16011310411307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济吴 16011310412714 食品质量与安全(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熊星越 16011310412717 食品质量与安全(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心 16011310412613 食品质量与安全(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佶豪 16011310411928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段杨杨 16011310411930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孔伟浩 16011310410623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加艳 16011310412007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鑫 1601131041012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季成臣 16011310413211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文 16011310414402 药物制剂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衍池 16011310411314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文文 16011310410630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尤文祥 16011310410916 食品加工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棽 16011310415624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仲徐启 16011310413830 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琛清 16011310415417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绍强 16011310415428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润发 16011310412826 数控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戚丁非 16011310411305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静雯 16011310410627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西安 1601131041011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康 16011310415630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玉东 16011310411619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康雄飞 1601131041181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聪聪 16011310414806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舒慧 16011310411916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方怡 16011310412215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董书池 16011310410620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艳 16011310414820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茜茜 16011310412707 食品质量与安全(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梦凡 16011310411811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子尧 16011310411426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义祯 16011310415726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时杰 16011310412407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子文 16011310412024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钦雯 16011310414004 药物制剂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门云 16011310412208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万峥嵘 16011310412216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小琴 16011310411110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敏珠 16011310410612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耿金贵 16011310411014 食品生物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戈振洲 16011310413803 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磊 1601131041020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壮 16011310415911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鸿刘超 16011310414013 药物制剂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雪静 16011310415327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秀娟 16011310415713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曼玲 16011310411826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林震 16011310411518 食品营养与检测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瑾青 16011310414122 药物制剂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章帆 16011310411205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佳敏 16011310410715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金凤 16011310415818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迪 16011310415328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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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迎 16011310415517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培君 16011310415730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飒 16011310410319 生物制药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达 16011310410605 生物制药技术(3+2)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宇 16011310413525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小青 16011310414009 药物制剂技术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恩洁 16011310415409 药学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疆 16011310412325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子豪 16011310412422 食品质量与安全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建凡 1601131081362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威 16011310811509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华晓锋 16011310811911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秀龙 16011310811829 物联网应用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海洋 16011310811016 微电子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吉俊 1601131081102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惠博 16011310811912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晨杰 16011310812308 微电子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重阳 1601131081321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中德技师)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洁 16011310810611 工程造价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成 16011310812211 工程监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守国 16011310811714 计算机应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坤 16011310813426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冬冬 16011310811107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锋松 160113108110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昆 16011310812221 应用电子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少杰 16011310813330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熊浩林 16011310812416 微电子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盛 16011310811416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甘万祺 16011310811909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柳 16011310813313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子腾 1601131081110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松松 16011310811414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淼 1601131081102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琪 160113108109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洁 16011310811709 计算机应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伟 16011310810703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家梁 16011310813717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东 16011310813730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旭 16011310812424 微电子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颖 16011310812327 移动通信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成雨 16011310810603 工业设计与制作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钰鹏 16011310813714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杰 16011310811622 数控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耿成 16011310813324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震 1601131081110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文明 16011310812214 工程监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房虎 16011310812015 移动互联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耿植 16011310811425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斌 16011310810225 模具设计与制造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侯先富 16011310810228 模具设计与制造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玉波 160113108115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秦亚磊 160113108102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倩 16011310812129 工程造价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熊森林 16011310811720 计算机应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方舟 16011310813528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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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运东 16011310813226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彤 16011310811812 物联网应用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荣双雨 16011310813320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帅 16011310813230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佳欢 16011310810627 建筑工程管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羽泽 16011310811512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仁道 16011310813304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铮 1601131081130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宗政 16011310810906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汉元 16011310810817 物联网应用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硕硕 16011310812325 移动通信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维豪 16011310812212 工程监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鑫 16011310812224 微电子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强强 1601131081102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德坤 16011310812202 工程造价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钦 16011310811507 工业机器人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柏梦月 16011310813412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思思 16011310810929 移动互联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季灵娜 16011310810622 建筑工程管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继业 16011310812326 移动通信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彧 16011310811723 计算机应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居琦 16011310811324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壮 16011310811017 光伏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鑫 1601131081102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林瑞 16011310810607 工业设计与制作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继业 16011310811920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海涛 16011310811717 计算机应用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吴济 16011310810311 数控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驰 1601131081131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梁超 16011310813630 机电一体化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昊天 16011310812517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艳梅 16011310812126 工程造价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睿 16011310811907 计算机网络技术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家新 1601131001010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才瑞 16011310010119 汽车电子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秋成 16011310010418 室内设计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秦康 16011310010614 建筑工程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占和 1601131001031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亮亮 16011310010610 建筑工程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冲 16011310010304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昭宇 16011205410421 计算机应用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孙正舒 16011205410324 工程造价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许逢生 16011205410429 机械制造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田永基 16011205410407 计算机应用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龚威 16011205410409 计算机应用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姜高阳 16011193910527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郑  义 16011193912428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薛加磊 16011193910421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程司 16011193910706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  旖 16011193912424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书琴 16011193910606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朱径 16011193910921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毛敏婷 16011193910105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德龙 16011193911706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吴  荻 16011193912413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第 21 页，共 46 页



姓名 准考证号 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江苏省第五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
专科段拟获奖名单

陈会 16011193910704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孙子丰 16011193912408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能溢 16011193912326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郝帅 16011193911721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武梦琪 16011193910116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陈相天 16011193912006 动漫设计与制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佘劲杰 16011193911127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王芳（小） 16011193910314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王刚 16011193912028 动漫设计与制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彭大红 16011193911107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杨梦遥 16011193910508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陈鑫 16011193911715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袁小艺 16011193910629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猛 16011193911314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范茂丹 16011193912319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达 16011193910905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王宇杰 16011193911128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朱婷婷 16011193912201 动漫设计与制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荣瑶 16011193910725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赵能君 16011193911214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秦士猛 16011193910417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祥 16011193911114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孙振坤 16011193911320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群珊 16011193911410 药物分析技术（专）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陈畅 16011193910310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徐旋 16011193910316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辉 16011193910529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石磊 16011193911802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翟梦雪 16011193911811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朱麟浩 16011193912501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仲  静 16011193912429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卞思洁 16011193910923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敬 16011193910408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孙孟娣 16011193912227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思阳 16011193910609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潘婕 16011193911002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晶 16011193911812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叶  枫 16011193912419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许艳 16011193910106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韩译萱 16011193910122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许静姝 16011193910714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石康伟 16011193910816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王璇 16011193910822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王井之 16011193910927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许瀚 16011193912125 动漫设计与制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蒋知含 16011193910628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晶晶 16011193910709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虞晴 16011193911430 药物分析技术（专）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陆天怡 16011193910330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陈东阁 16011193910427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蒋晨阳 16011193911228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黄金状 16011193910311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路川川 16011193911730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马旭升 16011193912329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邢庄锐 16011193910727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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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蒙 16011193911003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唐树备 16011193910425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董尧佳 16011193911716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葛琼 16011193911717 数学与应用数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培 16011193912506 生物制药（专）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周蒙蒙 16011193911928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嫚嫚 16011193912109 动漫设计与制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邵珊珊 16011193912210 计算机信息管理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恽舒茗 16011193910828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朱盼盼 16011193910907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包世纪 16011193911309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楚楚 16011193911426 药物分析技术（专）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王智勇 16011193910511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薛红梅 16011193912105 动漫设计与制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染秋 16011193911021 生物科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红亮 16011193911222 生物技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佳佳 16011193910304 制药工程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袁晓伟 16011193910502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陈蓉 16011193910505 港口机械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刘文慧 16011105011016 计算机网络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苗瑞 16011105010509 工程监理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曾杰 16011105010525 建筑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雨兰 16011105010622 工程造价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昕 16011105010627 工程造价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波 16011105011109 软件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卜坤阳 16011105010523 建筑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韦海峰 16011105010902 城市园林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旭阳 16011105010530 建筑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柯锐 16011105011015 计算机网络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浩 16011105010629 工程造价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桂花 16011105010205 机电一体化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成龙 16011105010503 工程监理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睿 16011105010815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广龙 16011105010607 建筑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倩文 16011105010506 工程监理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壮 16011105011302 软件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琪兵 16011105010524 建筑工程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厉浩 160111050112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晨程 16011105010206 机电一体化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凡 16011105010323 工程造价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佩锦 16011105010903 城市园林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何芙蓉 16011105010928 电子商务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世豪 16011105011113 软件技术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屈秋余 16011105011604 室内设计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天晟 16011400111306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帅帅 16011400111025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周伟 160114001117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远 16011400110106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苗雷 1601140011071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福凡 16011400110906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曙光 16011400111016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浩 1601140011160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乐洁如 16011400110606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曹苏南 16011400110428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子秋 160114001112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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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廷 16011400111227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叶军 16011400111018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杰 16011400110928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永乐 16011400110126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季通祥 16011400111307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姚子涵 16011400110502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涛 16011400111304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卞楠 16011400111313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宇 160114001115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施煜 160114001115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博 16011400111110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蒋鹏 16011400110529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唐铮 1601140011071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邢小凡 16011400110427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惠宇 1601140011180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满 1601140011152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俊儒 160114001115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思运 16011400111017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煜晨 160114001114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宋东东 16011400111328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乔千蕙 16011400110426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顾嘉宏 16011400110203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周亮 160114001114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鹏 1601140011141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宇杰 16011400111220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吕修烜 16011400111011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玉洁 16011400111317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杨思思 16011400110916 软件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谢玄 16011400110605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穆守鹏 16011400110402 工程造价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陆一名 16011400111614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鹏飞 16011400110210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志 16011400111709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校本部)

貟朝晖 16011280413321 建筑工程装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谢文中 16011280412026 港口与航道工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璐 16011280413619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柏嘉俊 16011280411125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史荞荞 16011280410117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玉 1601128041222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佟奇 16011280411214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建勋 16011280410501 汽车整形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傅钦辉 16011280411520 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贺朝忠 16011280411521 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赛宝 16011280413124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雷 16011280413720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濛 16011280411121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翟昌赟 16011280411806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其胜 16011280411604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罗帅 16011280412824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甲鑫 16011280411519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佳伟 16011280413723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栋 16011280412921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光明 16011280411024 汽车电子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浩 16011280410510 汽车整形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建 16011280412827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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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袁杰 16011280412005 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佘文亮 16011280413708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艺 16011280411417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庞一朋 16011280411224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嘉鑫 16011280410724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春月 16011280413628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晨 16011280411523 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天宝 16011280411524 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梁锦辉 16011280412617 通信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鹏 16011280410328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寿鑫 16011280411504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豪 16011280411430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继 16011280412218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楠 16011280410709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存勇 16011280410727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克国 16011280411826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玉剑 16011280412403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惠祥楠 16011280410817 汽车电子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浩 16011280410305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鹏斌 16011280412008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敏 16011280411821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康佳 16011280411326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天翼 16011280412724 工程机械与维护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凤 16011280412404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帅 16011280410902 汽车整形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贾新成 16011280410512 汽车整形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艺 16011280410417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柏林 16011280413409 园林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悦 16011280410106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仲建 16011280411917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驰 16011280411922 市政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小泉 16011280411208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敏逸 16011280411210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伟杰 16011280410313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常开 16011280413525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雨生 16011280410103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滕启 16011280411814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明亮 16011280411406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德周 16011280412612 软件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玉婷 16011280413624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佳华 16011280410125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方旭 16011280412324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乔东 16011280410421 汽车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超 1601128041190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星雨 16011280411924 市政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健 16011280412721 工程机械与维护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玉梅 1601128041251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董兵 16011280412227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杰 16011280411205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旦亮 16011280411213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雷宇露 16011280410625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康宇航 16011280410316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礼硕 16011280413528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晔 16011280413313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驰 16011280413320 建筑工程装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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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凯原 16011280411728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光远 16011280411317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练 16011280410228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武力 16011280413502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凤锦 16011280411415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文卓 16011280411301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卓玉 16011280412623 通信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雯仪 16011280413703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班班 16011280411017 汽车电子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双 16011280410608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威 16011280412024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银龙 16011280413102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鞠永杰 16011280412811 工程机械与维护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君彦 16011280412101 港口与航道工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商乐 16011280410104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杰 16011280410108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一铭 16011280410112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苏英 16011280411916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蒙 16011280413207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阳 16011280411217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卜令洪 16011280410909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梦瑶 16011280410302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封立诚 16011280411407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洪俊 16011280412720 工程机械与维护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武进贤 16011280411003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庞宽 16011280413430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家辉 16011280412029 港口与航道工程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林涛 16011280411509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振宗 16011280413503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敢敢 16011280411605 港口与航道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涛 16011280413023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薄伟 16011280410528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浩 16011280413419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乔印天 16011280413423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雨 16011280411715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卞伟成 16011280411505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倪杰 16011280411427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淙榆 16011280411304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允 16011280412620 通信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叶剑 16011280411206 汽车定损与评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田猛 16011280411227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洋 16011280410521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掌飞飞 16011280410429 汽车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海云 16011280413304 建筑工程造价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夏志鹏 16011280410109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金荣 16011280411517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明明 16011280413204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庆法 16011280412825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司婷婷 16011280412219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浩 16011280410601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谨谨 16011280410404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嫚丽 16011280410320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卜佳琳 16011280410216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树容 16011280410218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永健 16011280413506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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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璐 16011280411918 公路监理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伟 16011280413119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启洋 16011280413808 建筑工程装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璐 16011280413813 建筑工程装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迎青 16011280411007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汤琦 16011280413519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成林 16011280410111 汽车运用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丹丹 16011280413202 建筑工程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福庆 16011280413825 建筑工程装饰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满 16011280411113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顺 16011280411022 汽车电子技术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孟聪 16011292010104 化工装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盈云 16011292010123 建筑工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袁泉 16011292010325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夏兰 16011292010410 软件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席梦卓 16011292010505 数字媒体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曹帅 16011292010630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蔡汶蓉 16011292010114 建筑工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梅雨 16011292010316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孟睛 16011292010607 精细化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梦凡 16011292010610 分析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卞匡胤 16011292010516 工程造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丽晨 16011292010629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孙伟孝 16011292010717 汽修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渠鹏程 16011292010209 工程造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万济明 16011292010314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苏曼 16011292010503 数字媒体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蔡欣睿 16011292010714 化工装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唐剑 16011292010330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谷红之 16011292010518 生物制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俊杰 16011292010608 精细化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亚男 16011292010204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笑 16011292010602 应用化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赵芳芳 16011292010801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旺 16011292010328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银飞 16011292010227 化工分析与检验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佑金 16011292010113 化工装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误 16011292010712 化工装备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意 16011292010709 工业环保与安全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静 16011292010117 工程造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羽涵 16011292010707 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欧德胜 16011292010716 制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郭阳 16011292010210 工程造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丹 16011292010203 市场营销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梦婷 16011292010219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文康 16011292010804 建筑工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章义 16011292010118 工程造价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志 16011292010122 建筑工程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文娟 16011292010310 生物制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姜琴 16011292010425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鹏程 16011292010702 应用化工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齐刚强 16011292010423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潘振东 16011292010301 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程恒霞 16011292010303 生物制药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唐孝铨 16011292010430 数字媒体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第 27 页，共 46 页



姓名 准考证号 专业名称 学校名称

江苏省第五届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
专科段拟获奖名单

张海 16011292010225 工业分析与检验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聪 16011310610101 高速动车组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梓 16011310610321 软件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超 16011310610813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宸 16011310610115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驰 16011310610618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琪 16011310610330 铁道车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存款 16011310610215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督 16011310610901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荣 1601131061043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汲振钢 16011310610229 高速动车组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俊 16011310610327 铁道车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永成 16011310610217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超 16011310610710 电子信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唯 16011310610721 通信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腾 16011310610602 铁道工程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心怡 16011310610816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梦圆 16011310610828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嘉明 16011310610316 软件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康 16011310610520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帅帅 16011310610521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吕海双 16011310610802 电气自动化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皇甫福彬 16011310610616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耀坤 16011310610912 软件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培超 16011310610925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世林 16011310610318 软件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猛 16011310610524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文硕 16011310610910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甘海明 16011310610516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青 16011310610726 通信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史凌云 16011310610119 工程造价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苏晶梦 1601131061042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阳 16011310610620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柯宇 16011310610523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雍鸿飞 16011310610729 电气自动化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侯宗晨 16011310610928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亚东 16011310610621 电气化铁道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逢源 16011310610309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培 1601131061050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浩 1601131061050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田田 16011310610818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民 16011310610822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峰 16011310610110 高速动车组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初阳 16011310610405 城轨车辆（苏州地铁检修）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宗美君 16011310610424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宇 16011310610227 软件技术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海超 16011310610807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宗纯 16011310610826 计算机网络技术L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吉景 16011311213818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翔鸾 16011311216609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宇豪 16011311214814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伊人 16011311215804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耿伟 16011311214124 电力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珂鑫 16011311214624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郁凯 16011311216415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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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勤龙 16011311214009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新壮 16011311214216 电力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志成 16011311214720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昌林 16011311215617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花天亮 16011311214322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光磊 16011311212327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硕 16011311210603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东 16011311212424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双颖 16011311216105 通信学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梦强 16011311216520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浩翔 16011311211004 工业机器人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志强 16011311214502 电气自动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施吉鹏 16011311214721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衡相羽 160113112160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林敏捷 16011311214407 电气自动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启 16011311215516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垚池 16011311216212 铁道通信信号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尹涛 16011311210720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豪 16011311210601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祥凯 16011311214819 通信技术（二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志勇 16011311215619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若凡 1601131121151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德标 16011311211726 机电一体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林明 16011311214614 计算机网络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子瑒 160113112154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前 16011311215812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成 16011311216117 电信服务与管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海弘 16011311210107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明杰 1601131121120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思齐 16011311212216 机电一体化技术（海外本科直通车）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崔庆栋 16011311212721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旺 160113112136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尚伟伟 16011311214129 电力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鹏 16011311214706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浩 16011311215010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宗辉 16011311215621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凡 16011311216219 通信工程监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廷原 16011311211220 数控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宇升 16011311212907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玉龙 160113112139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瀚文 16011311214912 通信技术（二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玉蝶 16011311215101 游戏软件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敬升 16011311210924 工业机器人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房加顺 16011311211013 工业机器人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可明 16011311212612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尚榆翔 16011311215527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天明 16011311210410 机电一体化技术（海外本科直通车）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仁杰 16011311210719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后航 16011311211706 机电一体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卢丞哲 16011311213505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长健 16011311215408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伟 160113112111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瑞 16011311214506 电气自动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丹 16011311216119 电信服务与管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叶欣 16011311216327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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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敏 16011311210812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对口单招）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柳洋 16011311213925 机电一体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宏伟 16011311214427 电气自动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佳宇 16011311215102 游戏软件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池 16011311215308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依楠 16011311215429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梦婷 16011311216220 通信工程监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新梦 1601131121151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3+2分段培养）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帅 16011311211430 无线电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庄越 16011311212528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浩宇 16011311213730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佳欢 16011311216006 计算机网络技术（嵌入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章威 16011311216230 铁道通信信号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龙成 16011311210912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对口单招）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昂 16011311212115 移动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奚一杰 16011311213514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储兆潇 16011311215123 数控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浩东 16011311215223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虞珊珊 16011311215905 产品质量控制及生产管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宇 16011311216124 铁道通信信号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尚俊 16011311216416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汤佳 16011311216428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鼎 16011311216527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庆旭 16011311210617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道峰 1601131121121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硕 16011311216303 铁道通信信号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晨辉 16011311216310 通信网络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书飞 16011311216315 移动通信与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纪周发 16011311216710 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智斌 16011311211526 无线电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戚俊男 1601131121141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文静 16011311215627 产品质量控制及生产管理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慧琳 16011311216328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季建飞 16011311211719 机电一体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荀振亚 16011311215717 电子电路设计与工艺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峰 16011311215802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宣敏 16011311216007 计算机网络技术（嵌入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欢欢 16011311216122 铁道通信信号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章美军 16011311216309 通信网络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杰 16011311216524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猛 16011311210607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腾腾 1601131121141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夏英杰 16011311211821 机电一体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明田 16011311212922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来军 16011311213202 数控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艳萍 16011311214103 电力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文涵 16011311214803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仲国祥 16011311215011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建灿?? 16011311215801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叶正虎 16011311215922 软件外包服务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泽宇 160113112160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正宏 16011311216702 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浩 16011311211619 机电一体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琦敏 16011311212527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勃 16011311215016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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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昊键 16011311216518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宏伟 16011311216712 光伏发电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东文 16011311211813 机电一体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成 16011311212604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轶影 16011311214313 电气自动化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东斌 16011311214928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志峰 16011311215103 游戏软件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昱 16011311215810 光电子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晨 16011311215910 昆山机电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洋 16011311211520 物联网应用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平 16011311210415 机电一体化技术（海外本科直通车）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健 16011311210908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对口单招）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颜紫慧 16011311210917 工业机器人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原 16011311212624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豪杰 16011311214515 电气自动化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洋 16011311214905 通信技术（二炮）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谢文昕 16011311215422 模具设计与制造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晓开 16011311216102 通信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梦颖 16011311216203 铁道通信信号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程 16011311216326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程 16011311216409 检测技术及应用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方圆 16011311210629 电子组装技术与设备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春 16011311211016 工业机器人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广睿 16011270310213 港口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申豪 16011270310605 航海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逊 16011270310827 报关与国际货运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彭晓惠 16011270311311 港口物流设备与自动化控制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倜 16011270311225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智勇 16011270311323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瑞 16011270310425 轮机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阿龙 16011270310511 船机制造与维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沙明乐 16011270310620 船舶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逸 1601127031081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陈亮 16011270310515 轮机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道明 16011270310211 港口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佳玮 16011270310426 轮机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思瑶 16011270310101 船机制造与维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谢恒礼 16011270310226 汽车检测与维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杰勇 16011270310610 航海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苟金英 16011270310624 船舶检验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雪婷 16011270310824 报关与国际货运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梓权 16011270310608 航海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嘉云 16011270311210 港口与航道工程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亮亮 16011270310510 制冷与空调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春林 16011270310808 物联网应用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辉 16011270310103 船机制造与维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淼 16011270311105 航空机电设备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世贤 1601127031082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吕红霞 1601127031082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莉莉 16011270310920 国际航运业务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旭煜 16011270311009 国际航运业务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伦学 16011270310508 轮机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琳琳 16011270310611 船舶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樊帆 16011270310705 船舶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盛时 16011270310912 交通运营管理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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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卫陈 16011270311320 船机制造与维修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程非 16011270311025 电气自动化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厚良 16011270310428 轮机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旭 16011270310525 航海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紫豪 16011270310210 港口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富豪 16011270310703 船舶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越 16011270311318 轮机工程技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庆典 16011268410202 园林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晨旭 16011268410412 生物技术及应用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捷 1601126841082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解博文 1601126841101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龚军 16011268411105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关昊宇 16011268410418 生物技术及应用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赵霆 16011268411124 软件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宁晋 16011268410111 园艺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宋敏 16011268410523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逢雨 16011268410128 园林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柳淼 16011268410620 环境工程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沈子钦 16011268411107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星宇 16011268410802 电梯工程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宁 16011268410420 食品营养与检测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胡志晴 1601126841101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瑞 16011268410206 园艺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文清 16011268410403 植物保护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熊倩乐 16011268410502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贡燕萍 16011268410503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明科 16011268411204 软件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顾康康 1601126841090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云飞 1601126841101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瑞 1601126841102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睿 16011268410130 园林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静雅 16011268410204 园艺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沈乃容 16011268410416 生物技术及应用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史兴林 1601126841082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苏安 16011268410708 机电一体化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漫漫 16011268411027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袁月 16011268410330 植物保护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卢国腾 1601126841090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包潼 16011270311405 小学教育（理科）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张静秋 16011270311325 数学教育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纪香 16011270311406 小学教育（理科）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朱一梅 16011270311409 小学教育（理科）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李佳云 16011270311401 数学教育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部)

朱勇 16011105211607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史亮 16011105210329 机电一体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桂明亮 1601110521051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刘宇 16011105211413 市政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沈庆 1601110521040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朱志远 16011105211609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栾双双 16011105210104 药品经营与管理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俞祥军 16011105210627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盛 160111052111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于聪 1601110521120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黄润秋 16011105211606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杨帆 16011105211723 应用化工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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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明 16011105210127 药品生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陈晓 1601110521040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刘久成 16011105210230 数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佳林 16011105210302 数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花一翔 16011105210929 汽车电子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杭伟 16011105211020 船舶与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庞健翔 16011105211824 环境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朱迅 1601110521041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陈烽 1601110521052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杨雷 16011105210803 电子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巩创 160111052111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言 16011105211313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春程 16011105210525 数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武冰 16011105211114 船舶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冒志勇 16011105211417 工程造价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匡加旺 16011105211412 市政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孙香草 16011105211629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金爱华 16011105211614 建设工程管理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郭策?? 16011105210825 电气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申佳鑫 16011105211329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崔健 16011105211528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伟伦 16011105210229 数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吉群 16011105210618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郭成 16011105210623 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裴帅 16011105211001 汽车电子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周中潮 16011105211415 工程造价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许凯 16011105210225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许国忠 16011105210425 机电一体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梁涛 1601110521112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周威 16011105211226 建筑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陈甜甜 16011105211705 环境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朱元清 16011105210419 机电一体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卜恩欢 16011105211328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胡权 16011105210224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田园 16011105210113 药品经营与管理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丁新月 16011105210418 机电一体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任磊 16011105211430 工程造价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孙鑫鑫 16011105210428 机电一体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军 16011105210608 软件（嵌入式）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陈乐 16011105210924 电气自动化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刘栩 16011105211015 汽车服务与营销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许龙涛 16011105210217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应存超 16011105210524 数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苏宝锁 16011105210527 数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颜廷辉 16011105210801 电子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石贝贝 1601110521120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曹雅 16011105211815 环境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陆海杰 16011105211818 环境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徐英航 16011105210125 药品生产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钱卫东 16011105211326 建设工程管理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潘欣怡 16011105211826 环境工程技术 南通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馨 16011128810321 现代纺织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许家尧 16011128810408 机电一体化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于维晓 16011128811208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徐胜 16011128810616 数控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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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豪 16011128810929 工程造价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李均军 16011128810104 电气自动化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朱冠华 16011128810112 电气自动化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高巍 16011128810213 计算机网络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朱美霞 16011128810610 模具设计与制造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许鹏 16011128810118 电气自动化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沈骏华 1601112881020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徐云 16011128810306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周正磊 1601112881042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顾小东 16011128811221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胡焕坤 1601112881051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刘毅 16011128810318 现代纺织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施康东 16011128810626 数控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陈方雨 16011128811216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马乐 16011128810216 计算机网络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陈崔 16011128811113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吴涵 16011128811205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张兆杰 1601112881042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徐浩轩 16011128810925 工程造价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孟大超 16011128811125 建筑工程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马金帅 16011128810105 电气自动化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董磊 16011128810326 机电一体化技术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吕永宁 16011128810519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丁雪坤 16011128810907 工程造价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鲍志微 1601112881051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沙洲职业工学院(校本部)

戴正伟 16011268610204 数控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邓宇城 16011268610206 数控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彭金芽 16011268610515 移动通信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叶入榕 16011268610702 电子与信息工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鑫 16011268610311 机电一体化（专本衔接）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仁飞 16011268610709 建筑工程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权鑫 16011268610315 机电一体化（专本衔接）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人领 16011268610327 机电一体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永顺 16011268610921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钰璐 16011268610613 电子与信息工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阳 1601126861082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辰阳 16011268610225 自动化生产设备与应用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向荣 16011268610425 机电一体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庄薪雷 16011268610715 建筑工程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志胜 1601126861082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飞雨 160112686109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通达 16011268610323 工业机器人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黎仁杰 16011268610405 电气自动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毛晓东 16011268610606 移动通信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树宇 16011268610811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健 16011268610325 机电一体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晨艳 1601126861050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亿杰 16011268610630 电子与信息工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家峰 16011268610729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玲琳 1601126861050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敏 16011268610517 移动通信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旭峰 16011268610628 电子与信息工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腾永 16011268610106 模具设计与制造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永文 16011268610528 通信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盛 16011268610821 计算机信息管理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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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可留 16011268610912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帆 16011268610701 电子与信息工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越 160112686109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进 16011268610419 机电一体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冯蒙蒙 16011268610212 数控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琛杰 16011268610412 电气自动化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旭东 16011268610218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乾 16011268610224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单招）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丛丛 16011268610320 工业机器人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艺琳 16011268610426 自动化生产设备与应用(单招)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英杰 16011268610615 电子与信息工程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罗欢 16011268610203 数控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家毅 16011268610314 机电一体化（专本衔接）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凌淋 16011268610711 建筑工程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邵亮 16011268610820 软件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程稳 1601126861082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雷杰 16011268511728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益健 1601126851122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刁晨旭 16011268511222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卞仁勇 16011268510203 软件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柳 16011268510310 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洋 16011268511713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庆 1601126851122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含琪 16011268511412 服装设计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智菲 16011268511116 应用电子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文华 16011268510110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婧 16011268510202 软件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沙天威 1601126851122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亚娟 16011268511208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大双 16011268511405 服装设计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亚东 16011268511727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磊 16011268510208 软件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波 16011268511712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玲 16011268511918 应用电子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姚秀伟 160112685111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佳伟 160112685118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文育 16011268511809 数控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龚宇菲 16011268511917 应用电子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叶庆 16011268510113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庆龄 16011268511513 服装设计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祥磊 16011268511122 应用电子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佳 160112685118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晨宇 16011280810224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乐 160112808119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静 16011280811323 食品营养与检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国斌 16011280810301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钰彬 16011280810315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丽丽 16011280810926 都市园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志鹏 16011280810505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相远 16011280810703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庄键 16011280810722 食品营养与检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磊 1601128081182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志亮 16011280810818 食品营养与检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沁梅 16011280810827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邹振强 16011280811106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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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程东 16011280810503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梦宇 16011280811705 数字媒体与制作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宗鑫鑫 16011280812018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婧 16011280810810 生物技术及应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慧敏 16011280812015 环境艺术设计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武宁 16011280812113 室内设计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青华 16011280810802 食品加工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徐 16011280810804 生物技术及应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欢喜 16011280810623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苗华 16011280810630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亚琼 16011280811727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仲敏 16011280810809 生物技术及应运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紫钰 16011280810213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晓芝 16011280810408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苏琪 16011280810307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树峰 16011280810612 汽车电子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雅琴 16011280810118 都市园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益明 16011280811813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翔 16011280810615 汽车电子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青青 16011280811414 室内设计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春雷 16011280810310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雨婷 16011280811717 数字媒体与制作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瑾瑶 16011280812011 生物技术及应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路路 16011280811002 都市园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亚男 16011280811402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恬 16011280812017 环境艺术设计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廖寿梅 16011280811025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明 16011280812104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雯雯 16011280811508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静 16011280810812 食品营养与检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倪叶祥 16011280810420 环境艺术设计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林素平 16011280810429 汽车电子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志超 1601128081062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史旭 16011280811927 食品营养与检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瑞 16011280810710 生物技术及应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桐硕 160112808118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佳奕 16011280811420 园艺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文倩 16011280810304 园林工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利 16011280810115 都市园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利其 16011280811819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谷裕 16011280812116 室内设计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雅如 16011280811407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德利 16011280810205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崔燕丽 16011280810208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祝招敏 16011280810229 园林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王琦 16011280810425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鲁佳婷 16011280810706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美玲 16011280810719 食品营养与检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祥嘉 16011396210206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于成 160113962125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周砖 16011396212330 机电一体化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周文豪 16011396210618 通信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赵书生 16011396212110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顾莹 1601139621241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朱梦琴 16011396210918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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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丁 1601139621232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贾丽鹏 16011396210107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仓江南 16011396210529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孔庆屹 16011396212906 软件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旭 16011396210622 光伏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徐丽婷 16011396210320 计算机网络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来春 16011396212321 模具设计与制造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学 160113962103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冻冻 16011396210317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博 16011396212310 游戏软件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彭永恒 1601139621232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袁将军 16011396212720 软件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黄琬晴 1601139621021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黄可望 16011396211306 软件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凤好 160113962124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仲歌歌 16011396212615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旭 16011396210516 电气自动化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加丽 16011396211907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贺张帅 160113962129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婧 16011396211405 计算机信息管理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陈泽鹏 1601139621031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林丽 16011396211902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吴庆梅 16011396212612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周文茜 16011396213004 动漫设计与制作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黄如兰 1601139621342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武颖 16011396211406 计算机信息管理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嵇露 16011396212415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赵康康 16011396210210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吴佳华 1601139621030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唐茂 16011396212320 数控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徐晓燕 16011396212802 软件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冬城 16011396210104 模具设计与制造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蒋治伟 16011396212905 软件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刘树国 16011396213220 物联网应用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邓晓炜 1601139621232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顾杰 16011268110804 汽车检测与维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邓凡 16011268111310 通信网络与设备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李航 16011268111211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范进生 16011268111410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方守龙 16011268110601 报关与国际货运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杨苏云 16011268111004 数控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董鸿超 16011268111418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杰鹏 16011268110127 微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施文杰 16011268110530 报关与国际货运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耀文 16011268110728 机电一体化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云奇 16011268111425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郑磊磊 16011268110407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海艳 16011268110517 民航运输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张婉玉 16011268110608 报关与国际货运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诗栋 16011268110805 汽车检测与维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袁嘉涛 16011268111429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银杰 16011268110107 光伏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严维峰 16011268110814 汽车检测与维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孙海浩 16011268111311 通信网络与设备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虞军财 16011268110216 光伏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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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绮 16011268111313 通信网络与设备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游芳慧 16011268110125 微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梦瑶 16011268110223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钱允杰 16011268110914 数控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周云慧 16011268110214 光伏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杨军 16011268110306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刘轶凡 16011268110321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朝晖 16011268110909 汽车检测与维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马雨晴 16011268111116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徐锦新 16011268110311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沈柏岑 16011268111114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朱鑫 16011268110312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陈常青 16011268110219 光伏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赵瑞 16011268110304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马越 16011268111223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汪海 16011268111304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蔡承志 16011268110210 光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卢进华 16011268110408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于森 16011268110806 汽车检测与维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杰 16011268111224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虞文秀 16011268111227 软件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杨大伟 160112681114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董善猛 160112681107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王宜群 16011268110816 汽车检测与维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吴琦 16011268110903 汽车检测与维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黄凯 16011268111112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校本部)

马天宸 16011310813816 机电一体化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韦启龙 1601131081383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洋 16011310813915 软件技术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扬 16011310813817 机电一体化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芙蓉 16011310813812 室内设计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戴悦 16011310813815 工程造价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政钢 16011310813822 机电一体化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克克 16011084810129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伟华 1601108481031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冠 16011084810530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史向航 16011084813019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俊 16011084810508 工业机器人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志伟 16011084810515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才 1601108481063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成志 16011084811520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伍超杰 16011084814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诚 16011084810223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李东 16011084810404 机电一体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卞开鹏 16011084811711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管涛 16011084813825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一峰 16011084811715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佳伟 16011084813124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志宇 16011084813330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练佳琪 1601108481052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舒杰 1601108481101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王栋 16011084811626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箫洒 16011084811721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伟刚 16011084810106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袁以鹏 16011084810119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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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晓初 16011084813405 数控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吉云飞 1601108481031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文卿 1601108481051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姬进超 1601108481101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力恒 16011084811218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姚旺 16011084812506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德亮 16011084813506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俞小天 16011084811307 数控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邵帅 1601108481400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佳伟 1601108481291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何可 16011084813728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家斌 16011084813820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雷宇 16011084810230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闫朝秋 160110848117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赟 1601108481412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冒云鹏 1601108481032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于锋 1601108481062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志文 1601108481080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刚 1601108481082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城 16011084812221 微电子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明明 16011084813210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波 16011084813912 软件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树仁 1601108481082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家明 16011084812704 软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凡成 16011084812725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佴嘉诚 16011084810205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祝佳伟 1601108481031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俊梁 16011084811027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志敏 1601108481292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四江 1601108481311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晗琼 1601108481350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江 16011084810211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建宇 16011084810325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志 160110848105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兵兵 16011084811728 工业机器人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冬 16011084811908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卢胜起 16011084813207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驰 16011084813504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汤军 16011084810330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建明 16011084810427 机电一体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轩 16011084810523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阚博博 16011084812813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管晓崛 16011084812202 软件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韩威 16011084813714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苏杭 16011084814106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震月 16011084810228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鑫 16011084810327 电气技术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董晓楠 16011084812710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新贺 16011084813003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田永福 16011084811802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屈斌 16011084813125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崔天玮 1601108481411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礼楼 16011084810514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岩 1601108481062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怀硕 1601108481070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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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郅豪 16011084812803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彭通 1601108481291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磊 1601108481302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齐振东 16011084811330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汉生 1601108481182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顺 1601108481081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尹家辉 1601108481102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俊伟 16011084812830 机械电子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单海涛 1601108481291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尤威 16011084811618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晶文 16011084812507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晨 16011084812428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凯 16011084813322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大鹏 16011084813529 软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连伟 160110848141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荣万 16011084810528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成 16011084812829 机械电子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侍海轮 16011084811702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健 16011084813129 模具设计与制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少洲 16011084810110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萍 1601108481101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文祥 1601108481302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吉慧 16011084811502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任辉 16011084812018 计算机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悦 16011084812502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文杰 16011084812425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牛茜 16011084810429 机电一体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颜满 16011084812713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宜隆 16011084812719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祥河 1601108481162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微 16011084812418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正波 16011084813507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悦 16011084813511 软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锋 16011084813807 物联网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卫林 1601108481412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何祥 1601108481062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稳 1601108481091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贺 16011084812720 材料成型与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涛 1601108481302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天宇 16011084811513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同根 1601108481310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天睿 16011084814009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云龙 16011084814109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超崟 1601108481411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苏中能 1601108481030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严 1601108481071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伟 16011084812919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马子盟 16011084811327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立翔 16011084811415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嘉隆 16011084811608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雪蔚 16011084812108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长军 16011084813425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余帅帅 16011084814029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浦银海 16011084810529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叶伍阳 16011084811009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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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 16011084812828 机械电子工程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石磊 16011084811423 电气自动化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子乔 1601108481311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志文 16011084813527 软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慧森 16011084814016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星宇 1601108481072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魁 16011084810809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常壮壮 16011084813012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卫星宇 16011084811927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佳 16011084813404 数控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宇楠 16011084813921 计算机网络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震 16011084810108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雪 1601108481091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承珊 1601108481310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义凌 1601108481311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琦 16011084813720 物联网应用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耿鑫鑫 1601108481411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启元 1601108481411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鑫鑫 16011084810219 智能控制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都炎清 16011084811008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家盛 16011084813005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桂红 16011084812222 微电子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小兵 16011084812524 应用电子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何正飞 16011375210905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亮 16011375210720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田嘉伟 16011375210208 机电一体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海东 16011375210330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韦高宏 16011375210630 汽车服务于营销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方维 16011375211217 现代纺织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兰洋 16011375210307 计算机控制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郑瑞 16011375210222 机电一体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洋 16011375210313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庄志杰 16011375210530 汽车服务于营销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海飞 16011375211118 汽车服务与营销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宇恒 16011375211005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淋淋 16011375211218 现代纺织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相 16011375210205 机电一体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庄晨超 16011375210327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崔建华 16011375210601 汽车服务于营销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甲智 16011375210325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涛 16011375210918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佳昕 16011375210724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卢凯 16011375211004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吕春容 16011375211110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洁 16011375210618 汽车服务于营销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曹松 16011375210926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薛鑫奇 16011375211028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梦君 16011375210323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康伟 16011375211105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凯 16011375211310 服装设计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端磊 1601137521051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伟 1601137521031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飞达 16011375210309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贾飞 16011375210406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晨 16011375210420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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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梦祥 16011375210906 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力予 16011268210919 康复工程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金佳霖 16011268210715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淑楠 16011268210328 中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茆思 16011268211615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博 16011268210813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姚志昕 16011268210604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江轩 16011268211122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旭 16011268211030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超 16011268210415 口腔医学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丽萍 16011268210211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翔 16011268211719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猛 16011268211223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夏菲 16011268210618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慧 16011268210627 预防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成蓉 16011268211812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胡迎秋 16011268211124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婷婷 16011268210802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丁胜 16011268210514 口腔医学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宝洁 16011268210403 中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婷 16011268211220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美辰 16011268210719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莹 16011268210529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婷婷 16011268211903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家悦 16011268211426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媛 1601126821130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晓蕾 16011268211203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辛宽 16011268210820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建 16011268210218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盟 16011268210123 中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潇 16011268211118 医修医电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洁 16011268211025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玲玲 16011268210209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梦园 16011268211311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宣 16011268211107 医修医电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夏玲 16011268210913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秀玲 16011268210201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谢语凡 16011268211408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歆悦 16011268211009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浩 16011268210803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祁振珺 16011268210707 预防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金鑫 16011268210408 中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慧萍 16011268210207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俏 16011268211305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飞虎 16011268211017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菲菲 16011268210411 口腔医学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琳琳 16011268211822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丹晨 16011268211409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谭清溪 16011268211729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一帆 16011268211421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汪超 16011268210824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焦小青 16011268210226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恬恬 16011268211821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凡 16011268211708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鲍星星 16011268211103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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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翠 16011268210609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蒙蒙 16011268211430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乐 16011268211006 医学技术类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祝晶 16011268210805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姚慧敏 16011268211715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鑫 16011268211109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城凡 16011268211012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卓 16011268210407 中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寿花 16011268211915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震雨 16011268211919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庆文 16011268211618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陈素宁 16011268211106 医修医电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英英 16011268210815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亚辉 16011268210629 预防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梅竞红 16011268210504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静 16011268211413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庞忠青 16011268211011 医学技术类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狄梦姣 16011268210922 中医保健康复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何青雅 16011268210626 预防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秋芹 16011268210324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维静 16011268211808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范凯悦 16011268211826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芹 1601126821171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洁 16011268211301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蒋新宇 16011268211330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钱洁 16011268211125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瑞 16011268210918 康复工程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仝鑫 16011268210804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苏 16011268210702 营养与食品卫生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魏梦茹 16011268210511 口腔医学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如启 16011268211718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丁庭 16011268211113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苏 16011268210929 医学技术类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戚艳 16011268210705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文华 16011268210307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沙凡凡 16011268211112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樊如坤 16011268211004 医学技术类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晨 16011268210104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季悦 1601126821191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喃喃 1601126821160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丹 16011268211619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婉桐 16011268211321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郁君 16011268211129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季慧洁 16011268211130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佳丽 16011268210917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露 16011268210808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凯欣 16011268210216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苏秀 16011268211902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晓晴 1601126821162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汤宇帆 16011268211524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宋丹丹 16011268211428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小惠 16011268211212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魏蕾 16011268211217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璐娴 16011268210801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思语 16011268210814 临床医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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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 16011268210615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明月 16011268210528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璇妍 16011268210406 中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窦敏 16011268210213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磊玲 16011268212006 药品经营管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澳 16011268211815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辰茜 16011268211824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凌含笑 1601126821182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云婷 16011268211703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晖 16011268211624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益情 16011268211510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魏晓彤 16011268211530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蔡晨 16011268211028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婷 16011268210616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嘉丽 16011268210507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晶 16011268210401 中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雯雯 16011268210409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继修 16011268210430 医学检验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晓芳 16011268210305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巩莉 16011268211912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敏 16011268211602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帅 16011268211612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姜男 16011268211327 护理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大尹 16011268211207 医学影像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单一凡 16011268210830 康复治疗技术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陆新萍 16011268210303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司梦圆 16011268210327 药学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瞿伟俊 16011375410216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赵蒙 16011375411704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举涛 1601137541051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臧照宇 1601137541010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春旭 16011375411622 计算机应用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 志 16011375410712 石油工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一亮 16011375411524 机电一体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 斐 16011375410618 应用化工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唐志平 16011375410628 应用化工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肖元险 16011375411004 应用电子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郭楠 16011375411712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吴昊 16011375411724 市政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其耀 1601137541140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韦金东 1601137541010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黄涛 16011375411530 机电一体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朱钰霖 16011375410118 机械设计与制造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严豪 16011375410516 电气自动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杨诚 16011375411714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顾晨龙 16011375410619 石油工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璐伟 16011375411523 机电一体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朋 16011375410330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沈佳杰 16011375411022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孟俊豪 16011375411702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永超 16011375410303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阚翔 16011375411627 计算机网络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彭明洋 16011375410311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雪薇 16011375410709 石油工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丁浩 16011375411019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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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冬临 16011375410930 应用电子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洪帅 16011375410106 机械设计与制造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裴圆梦 16011375410717 化学制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柳亚凯 16011375410201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光一 16011375410916 电子信息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杜奎松 16011375411626 计算机网络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刘宝 16011375410416 电气自动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义榕 16011375410517 电气自动化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周鹏辉 16011375411725 市政工程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尤亚光 1601137541172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潘成宇 16011375410309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涛 16011375411624 计算机应用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董高娜 16011375410302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徐笑笑 16011375411410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王珂 16011375411621 计算机应用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朱梅 16011375410227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李猛 1601137541012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高原 16011375410129 市政工程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刘松灵 16011375410402 工程造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何雨季 16011146210308 护理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杨胜文 16011146210417 工程造价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徐春林 16011146210316 护理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艳菲 16011146210618 模具设计与制造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冯家杰 16011146210527 模具设计与制造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薄宇宸 16011146210612 数控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杨静 16011146210416 工程造价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宸闻 16011146210113 道路桥梁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聂智慧 16011146210317 护理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宇 16011146210409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强 16011146210605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刘文文 16011146210330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洁 16011146210206 软件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刘加丽 16011146210230 护理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鹏飞 16011146210125 道路桥梁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史复元 16011146210601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杨鹏 16011146210403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孙凤珊 16011146210428 电气自动化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夏顺帆 16011146210619 模具设计与制造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杨洁 16011146210207 软件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李松阳 16011146210613 数控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郑乾 16011146210211 软件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张筱 16011146210221 食品营养与检测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田子康 16011146210408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姜玥 16011146210305 护理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孙加会 16011146210306 护理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吴晗 16011146210413 建筑工程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王建 16011146210521 机电一体化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肖旭阳 16011146210614 数控技术 扬州市职业大学(校本部)

周虎 16011292110917 航空机电设备维修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嵇学峰 16011292110630 建筑装饰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汤晨阳 1601129211020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詹辉 16011292110602 工程造价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一豪 16011292110916 航空机电设备维修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张爱华 16011292110416 工程造价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葛佳佳 16011292110726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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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豪 16011292110414 工程造价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汤仲添 16011292110209 计算机应用技术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陶冶 16011292110220 计算机应用技术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秦大昆 16011292110514 工程造价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邓春 16011292110129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许悦 16011292110320 室内设计技术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孙年灿 16011292110911 航空机电设备维修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校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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