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考试学校 奖项

1 郑嘉宁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 顾秦荧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3 胡敏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4 鲍宸阳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5 张茹欣 嘉兴学院

6 夏佳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7 沈志强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8 钱茹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9 何冰冰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0 阮云康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11 朱高杰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12 王和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3 黄译萱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14 袁可璐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15 潘一漩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6 王静雯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7 石妍菲 嘉兴学院

18 蒋钦月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19 裘笑攀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0 余晓婷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1 周锐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22 刘琦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3 李清影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4 丰树辉 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25 章静薇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6 易彬彬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27 周谢婷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8 王奕兮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29 肖钟意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30 董健成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31 陈靓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32 韦之涵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33 吴诗意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34 季秀玲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35 陈银芝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36 蔡可豪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7 杨议喆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38 钟美娟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39 毛胜男 嘉兴学院

40 翁菲阳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41 高梦莹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2 吴文倩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43 鲁安琪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44 李子安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45 杨芊芊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46 黄玺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47 施文洁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8 陈景钰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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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吴丹虹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50 许伊洁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51 曹函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52 杜杭轩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3 王研 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54 张威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55 朱淑婷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56 应诗曼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57 钭文君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58 廖梓翔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9 王筱岑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60 茹梦佳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61 麻诚真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62 何蕊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63 李妤骁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4 牟宇航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65 张宇沙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66 沈佳艺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67 张钰冰倩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68 何志爽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69 王锦怡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70 瞿佳佳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71 李蓝婷 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72 康雨薇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73 陈智慧 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

74 杨俊杰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75 杨桔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76 骆琳墁 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77 章芳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78 漏伊欣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79 吴梦阳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80 王光辉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81 梅雨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82 胡艺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83 金枝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84 周可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85 赵嘉诚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86 徐淳宁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87 翁忻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88 韩昕晖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89 李霖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90 王晶晶 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91 李茂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92 陈希蓥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93 陈晶晶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94 蒋欣琦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95 周哲锐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96 任琦琦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97 熊文杰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98 唐昌运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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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徐君宝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100 张宣宣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101 柯旖瑄 浙江宇翔职业技术学院

102 郑亦持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103 陈丹琪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104 胡俊康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105 章吟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106 汪嘉洋 浙江金华科贸职业技术学院

107 黄宇芊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108 潘盛宁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109 刚泽宇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110 应雨斓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111 奚芳达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12 谭平萍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113 周心雁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114 黄芷洁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115 梁慧瑶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116 张力丹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