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准考证号 推荐院校 拟录取专业
1 许旭璐 18108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 傅翊晗 18134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3 宋迪迪 18121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4 张英玉 1811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5 张惟君 1811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6 沈永鑫 18119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7 王佳瑜 18129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8 庞祎瑶 1813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9 任明星 18139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10 徐静 18116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1 冯彤 18128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2 陈莉莉 18114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3 郭思奇 18107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4 张恩铭 18120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5 杨义城 18135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6 吴丽琳 18132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7 刘慧 18136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18 黄梅 18125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9 史文康 18118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20 李莼一 18110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1 蒋逸飞 18101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2 夏艳 18137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3 丁帆 181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4 王娟 18109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25 石娟 1810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6 张聪 18124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7 李秉徽 1820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8 王康 18212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9 陈松 18206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0 余志林 18216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1 陈进宇 18210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2 范以明 18207 南通职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3 夏飞 18219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4 秦笠吉 18215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5 王玉梅 1821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6 朱亚南 18218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7 丁冬冬 18220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8 陈咨霖 18202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 单钰轩 18209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朱朝阳 18322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 殷睿卿 18317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 郝昕 18323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3 陈俊林 18334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4 顾杰 18318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 黄焕林 183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赵莹莹 1831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7 杨大猛 18337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 梁博 18329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9 高鸣浩 18321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李加恩 18301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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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张旖红 18320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 吴徐航 18305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3 杨旻杰 18327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4 戚月梁 18326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5 赵阳 1833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6 李自豪 18314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7 孟志年 1830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 王鲁鲁 18338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9 陈丽 18335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0 高楠 18319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1 蔡辉煌 18311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2 王选 1833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3 黄飞昊 18333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4 徐晨 1832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 王莹 18309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6 马羽成 18404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7 段志宇 18408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8 卢道莎 1841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 王苏俊 18417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0 余付友 1841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1 王斌龙 18414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2 吴珺 18412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3 程恒勇 18406 南通职业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4 高露宇 18416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5 孙芳 18418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6 欧德胜 18409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7 张娟 18407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8 荣薇 1840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9 陈福恩 18537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0 刘琪 1851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1 吴丹 18523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82 陶梅杰 18529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3 王贤雯 185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4 宋敏 18527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5 谢添 18510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6 王芳 18533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7 郝文地 1850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8 殷文龙 18519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9 耿锋 1851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0 王婷 1853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1 戚凤洋 18515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2 杨倩倩 18517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3 韩娉婷 18525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4 涂阿玲 18538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5 沈梦菊 18539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96 潘慧 18514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7 段静 1853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8 魏加庭 18531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99 胡力萍 18534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0 胡正博 18535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1 秦浩 18509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102 张丹 18506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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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李培祥 18501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4 冯遵秀 18516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105 何雨晴 1860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6 王一霖 18605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7 王晓玉 1862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8 苏炜 18617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9 李晨烨 18618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0 陈柳 1860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1 窦凌燕 18614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2 陈俊彦 18616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3 张冰 18608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4 方娟 186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5 孙梦婷 18627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6 朱柳青 18624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7 王犇 18626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8 沈杭娜 18631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9 范宣宣 18629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0 朱庆 18623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1 黄晓蕙 1861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2 陈家森 18630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3 谢鑫 18620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4 郑雅文 18622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5 马偏偏 18632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6 叶潇潇 18634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7 袁媛 18609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8 赵婉娇 18718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英语

129 张潇婕 18711 南通职业大学 英语

130 李佩超 18708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1 谢榴丹 18723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2 马思敏 18713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3 黄永慧 1872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4 杨鑫燕 18716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5 汪菊 18729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英语

136 郑羽欣 18727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7 任婧 18702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8 陆海花 1873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9 秦缘 18725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0 何佳敏 18719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1 李敏英 18732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2 彭金花 1871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3 徐志扬 18728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4 卞凤瑶 1873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英语

145 张亚雯 18701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6 康倩倩 18706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7 郑礼园 18722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8 姜杨柳青 18705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9 朱晓晨 18714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50 周旋 1870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