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推荐院校 拟录取专业

1 吴晴 女 19115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 彭小龙 男 19105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3 张有和 男 19135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4 韩然 男 19117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5 徐子钒 男 19107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6 张旭东 男 19136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7 张艳丽 女 19130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8 李珊珊 女 19112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9 王丹 女 1913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0 黄诗维 女 19132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1 钱欣茹 女 19133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2 钟慧霖 女 19106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3 潘静 女 19127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工商管理

14 吕婉情 女 19102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5 张银双 女 1910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6 刘驰驰 女 19134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7 汤静 女 1910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8 孙文静 女 19123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19 齐杨 女 19108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0 沈畅 女 19114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1 张雨婷 女 19111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2 徐尧 女 19125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3 时海婷 女 19122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4 何书燕 女 191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5 何一凡 男 19138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6 薛胜男 女 19119 南通职业大学 工商管理

27 李昱凝 女 1911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

28 梅煜 男 19206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9 李壮 男 19209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0 乔佳俊 男 1920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1 曹青 男 1920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2 荣林旗 男 19216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3 侯永昌 男 19212 南通职业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4 梁韵 女 192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5 卢赵清 女 1921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6 屠峻 男 1920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7 祁昌恒 男 1921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8 张晓雯 女 19210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 黄云松 男 19201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 叶童 男 19217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1 陈京南 男 1930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 沈明佳 男 19325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3 胡忠尉 男 19334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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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王丹 女 19323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 黄孝文 男 19305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王炜 男 19321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7 费礼敏 男 19314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 陈乐 男 19313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9 韦海涛 男 1933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0 胡冠中 男 1930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1 余灏 男 19306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2 王昆 男 19304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3 潘强 男 1931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4 李苗 女 19328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5 田亚南 男 1933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6 唐啸虎 男 19324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7 马辰熙 男 19327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8 周文豪 男 19330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9 陈雨翔 女 19331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0 李双钰 女 19316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1 魏超 男　 19335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2 曹嘉翼 男 19303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3 叶航舟 男 19319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4 陈娟 女 19307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5 鲁青青 女 19326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6 杨茜茜 女 19320 南通职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7 徐建广 男 1940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8 张明昊 男 1940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69 梁忠凯 男 19418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0 丁元彬 男 19410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1 孙跃 男 19413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2 王举祥 男 1941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3 程远 男 19411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4 段德科 男 194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5 梅思凡 女 19407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6 邵满廷 男 19406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7 郭杲麒 男 19417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8 官朝娟 女 19405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79 李扬 男 19414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80 任顺利 男 1950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1 高灯 女 19522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2 钱佳淇 女 19505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3 吴秋涵 女 19506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4 娄慧 女 19520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5 刘岩 男 19525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6 徐慧敏 女 19515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7 李雪纯 女 1950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8 张琳 女 19528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89 杨萍 女 19538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0 王莹 女 1953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1 朱涛 男 19510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2 邢远思 男 19526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3 陆妍 女 19508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4 蔡禄伟 男 19536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5 何顺利 女 195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6 葛南洋 女 19530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7 李文静 女 19512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98 卢新阳 男 19533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9 闵晓雯 女 19519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0 张玲晓 女 19537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1 魏悦莹 女 19521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2 周艳 女 19507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3 尚珂珂 女 19516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104 李兰迪 女 19535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105 王思晴 女 19532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106 黄洲 男 19633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7 杨逸青 女 1962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8 王鑫 女 19634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9 孙悦 女 1960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0 陈郁 女 19605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1 石文杰 男 19620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2 金炜 男 19616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3 夏俊杰 男 1960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4 胡昕月 女 19622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5 苗冬雪 女 19626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6 刘贺 男 19624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7 陆静静 女 19609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18 张文 女 19613 南通职业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119 时新 男 19606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0 路昊 男 1963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1 郑邦振 男 19614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2 张宇欣 男 19615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3 沈婷 女 1960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4 何旺 男 19611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5 雷梦 女 19617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6 张玉梅 女 19612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7 陈磊 男 1960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8 沈思昊 男 19631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29 付佳佳 女 19706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0 卓涌 男 19701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1 陈泽静 女 19703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2 沈思文 女 1973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3 陆旻敏 男 19719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4 冯馨仪 女 19711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5 陈雨菁 女 19714 南通职业大学 英语



136 张圆 女 19707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7 沈吉平 女 19723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英语

138 仲昆崟 女 19726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39 缪然 女 19704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0 李佳敏 女 1972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1 张藜 女 1972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2 陈羚 女 19705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3 蒋赵霞 女 19716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4 兰化解 女 19718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5 郑慧 女 19722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6 王海平 女 1972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英语

147 颜雪蓝 女 19702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48 王笑 女 19712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英语

149 朱平静 女 19731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150 宣欣雨 女 19708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英语

151 陈嘉露 女 19729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