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自主招生学校面试评价合格名单（高职学校）

准考号 姓名 毕业初中 自主招生学校 自主招生专业
1935820021 陈相辅 苏州迎春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160235 朱家杰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40150 邢欢 苏州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00159 叶豪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80079 张漴涵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40455 唐张杰 苏州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10325 杨俊杰 苏州新区一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220030 陈胤翼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00171 任炳煜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10286 周翼砺 苏州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50385 陈晓龙 苏州草桥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90372 方益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630233 孙睿祥 苏州新区三中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540450 刘驰骏 苏州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540459 许艺婷 苏州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630229 马振瑜 苏州新区二中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230196 丁文杰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540147 匡铭俊 苏州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540445 俞悦 苏州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610580 李哲奥 苏州新区一初中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520126 孟柯洋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935790087 章琴 园区八中(车坊)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650330 林莉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540265 惠欣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220095 李佳蕊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500345 李嘉仪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220043 王雨欣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230401 徐艺嘉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400200 黄子豪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410258 王颖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540442 卞佳丽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070711 陈乐铭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640004 周昕怡 新区五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490326 胡颖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880173 马佳雯 东沙湖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650233 沐静雅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400264 杨朝晖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610350 徐子昕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报关与国际货运
1935880095 徐包文 东沙湖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720068 边嘉琪 斜塘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80550 范佳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80194 汤云夏楠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90188 张佳蓉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070457 王世豪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390003 苏云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670041 夏唯杰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10215 杨天辰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230226 严沈悦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220057 黄玥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870008 卞欣蕾 城西中学回苏生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220053 郑玉如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90448 朱奕烨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540457 沈心怡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20030 王诗意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650141 邢芸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700324 熊独妍 园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670512 陈曦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340239 徐蒋天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50238 张静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00362 王馨怡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50487 陈叶欣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室内设计
1935410019 李凯欣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500013 周一杭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610574 朱天浩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070445 陈家辉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160191 沈僖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640029 徐佳明 新区五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710162 韦茼茼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700168 陈文浩 园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490311 顾文翔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540435 刘成旺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700044 陈昊昀 园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560426 郑一帆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340166 周章翼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380175 张岩 苏州市振吴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630172 朱晨曦 新区三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720075 王毅磊 斜塘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技术
1935450007 李思雯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690228 汪语捷 星港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160284 顾婉清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500137 杨天瑞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160176 周月辰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500247 秦嘉裕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690175 葛诚亮 星港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450365 任娴婷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400055 王琬婷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070732 周贤俊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810550 顾瑜琪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450208 李思超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390042 陈心妤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490131 徐铮铭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140183 张慜浩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450610 陈益彰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520085 沈逸铭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650356 尤亚男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480363 刘敏昕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540085 朱耀辉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650354 顾嘉怡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390091 孙嘉唯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710238 王宁豫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340300 孙雨悦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340175 莫文清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340119 王宇恒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造价
1935500049 黄皓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市政工程技术
1935650472 惠俊豪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市政工程技术
1935340226 郝晓冲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市政工程技术

1935650098 程晨晨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750130 黄仲波 娄葑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070138 蔡辰愉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160192 孙昌洋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00154 何杰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630088 于晓涵 新区三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90178 钱诚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340038 张俊杰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80289 陆宇飞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20036 沈坤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650179 茅毅杰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560264 费余东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50694 郑俊涛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340077 吴良飞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10357 柳智昊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340121 吴润阳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10180 邢金豪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730286 朱康豪 唯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750115 李孟杰 娄葑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410311 孔泽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1935650340 顾龙杰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营销与服务
1935240119 王申奥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营销与服务
1935770311 倪韩阳 星海实验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10089 陈天浩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850107 戴康洵 青剑湖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600071 陆赵怡 新区二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90321 张帆帆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500029 徐辉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650342 顾锦杰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20052 王苏霖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240162 许锡围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070759 曹想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20059 张志豪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340107 黄文涛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500197 林雨欣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20047 刘孜元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20064 简章成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120091 舒阳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20061 韩帅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90113 马恒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340103 顾嘉恒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410157 周镒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670336 严毅诚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610571 龚薛阳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700210 费运腾 园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070230 陈智超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400198 顾星雨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

术
1935480213 王龚雨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560253 吴静筱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810212 刘佳瑜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650046 张苏娴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390141 刘媛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670264 周妤歆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610220 周韵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070497 时乙超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环境艺术设计
1935690217 吕想 星港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450186 顾思雨 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500230 马智鑫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480368 沈公淳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240012 程乾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340274 秦義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480110 解森豪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630225 金天赐 新区三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工程管理

1935070542 童嘉珅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490175 徐昕震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340006 陆佳怡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480149 薛文昊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490169 金开欣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900135 周祎杰
星洋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640074 孙鑫
新区五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720139 王铭国
斜塘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技术

1935740313 花昊宇
星浦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220003 刘扬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600103 顾星宇
新区二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400128 何赟奕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400205 叶倩倩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560389 任若熙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520098 王佳琳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660324 陆甜
新区实验初中科技城校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400036 朱晨忆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1935740315 李文杰
星浦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700147 仲胜杰
园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480180 金宇洋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610309 沈之絮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070287 杨至坤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340244 张伟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610515 姚彰麟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500163 张 鑫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
技术

1935070140 单韬
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50147 钱万杰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300137 刘洪坤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10659 孙戬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500050 李学鹏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480294 赵镕烨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50148 陈嘉辉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420019 章振阳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10107 金哲文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10456 张哲越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30213 范龙飞
新区三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240123 方傲强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40073 黄佳康
新区五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10458 俞哲轩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60220 蔡子超
新区实验初中科技城校区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230028 杨涛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610225 张一凡
新区一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运用与
维修

1935540163 陶子岩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480362 刘川泽 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230315 张芮伊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220100 章丹怡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390170 王鑫钰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640007 孔凡雯 新区五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420011 卢蕊蕊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500226 胡蕊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展示艺术设计
1935160120 曹诗琪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700371 张昕烨 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770395 蔡欣洋 星海实验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240175 魏佳雯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070558 曹吉贻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10134 李婧如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500427 沈心宇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070080 郝晨露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340028 陆宇豪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50171 张梓辰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670009 金雯熙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670500 石蕴希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730268 李卓逊 唯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910056 夏诗谣 独墅湖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140038 汤洪涛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770403 毛佳惠 星海实验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120083 徐天野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50157 陈烨杰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500383 金梦阳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770288 史雯婧 星海实验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50273 李雨欣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50026 张楼依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670076 陈新宇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670347 金希婷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780139 陈宇 莲花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070770 孟炜竑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240022 张苏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10008 李冬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90600 徐润清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890038 朱思颖 景城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340236 王浩然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10133 张梦涵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670404 薛凯昕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50288 丰丹妮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80198 张艾青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610233 范欣怡 新区一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880133 连漪 东沙湖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240107 毕菁雯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10331 支文琦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240024 郭爱巧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720030 梅吴为 斜塘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480107 贺梓桓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230144 李夏瑶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300116 张焱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340091 顾丁薇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120059 王琳枫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酒店管理
1935220010 金玥琪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700252 陆君豪 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340301 唐欣宜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090060 姚园园 苏中园区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490461 柴语欣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500383 金梦阳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160308 芮嘉程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480319 蔡一涵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070090 叶佳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240048 周欣雨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600060 何梦想 新区二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240163 张宇行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120125 田宇婷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300052 王紫嫣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410235 徐君怡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560024 周彧琰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1935140157 杜雯雯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540400 曹奕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500264 顾陆祺彦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220056 曹语洁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340142 邹俪宁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230322 葛雨佳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340032 史嘉炜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160175 岳弋渺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410146 操松颖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480306 李熙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070080 郝晨露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770395 蔡欣洋 星海实验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400210 张琳琦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450374 庄馨园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740205 丁思嘉 星浦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700274 季凯琳 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610233 范欣怡 新区一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340207 周珅嵘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230144 李夏瑶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340145 胡诗恒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160261 周伊韵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500185 夏馨怡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410133 张梦涵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1935230102 高繁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400210 张琳琦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690184 平亦帆 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140157 杜雯雯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070695 姜子涵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340145 胡诗恒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480316 胡心怡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500196 沈鑫怡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300158 高静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340141 朱依翎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500185 夏馨怡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220065 李阳光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340035 吴灿灿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240022 张苏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560005 顾子誉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导游 
1935480663 朱昕桐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120162 杨海悦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700330 廖金雪 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160124 胡梦娇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400066 曹家荣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070643 殷嘉泽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490190 李馨怡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340096 张笑妍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600185 曹思怡 新区二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410331 支文琦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490155 钱歆瑶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490246 王奕非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030019 陆怡清 三中慧成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410222 滕嘉忱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910056 夏诗谣 独墅湖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财务管理 
1935610483 曹嘉乐 新区一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230394 沈心怡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910076 朱倩 独墅湖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340018 朱诗妍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410177 蔡秀子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480134 吴友圣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410233 李新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900105 侯怡婷 星洋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340088 陈棠媛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560185 朱易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450138 金童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610328 高源 新区一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720163 朱一帆 斜塘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070506 薛翌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240107 毕菁雯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 
1935480039 徐郑骅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480392 陶心妍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490057 齐静芸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070604 陈一诺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500427 沈心宇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300160 司雯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480109 章旻祎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220010 金玥琪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340339 吴菁怡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540153 倪洁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230403 窦倚芸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230108 雷青芸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480024 严仁杰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660122 金晨颜 新区实验初中科技城校区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770403 毛佳惠 星海实验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风景园林设计 
1935690122 毛馨竹 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670458 张婕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600204 刘潇鸿 新区二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450685 王赟喆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450297 蒋晓宇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540153 倪洁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140112 刘羿辰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490506 周恬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160344 严歆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90506 周恬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90212 何沈凡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070604 陈一诺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890032 陶诗颖 景城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90052 王昕怡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90192 沈欣蓝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820015 俞越 迎春中学回苏生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820017 卢俊成 迎春中学回苏生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610206 吾彦秀 新区一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670001 曹喻欣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610326 周皓翔 新区一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80657 王韵怡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220051 陈欣渝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070123 蒋天宜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560387 陆思婕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20140 徐菲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00032 徐珈洋 彩香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艺术设计 
1935480258 茅之涵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070218 李想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070338 陈颖菲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340008 盛佳乐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140044 张宁宁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690184 平亦帆 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810487 姜梦圆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560423 徐怀志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480659 刘心茹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340005 李嘉怡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120100 张艺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220056 曹语洁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340018 朱诗妍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640006 郜晶晶 新区五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500325 陈子伊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670404 薛凯昕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230102 高繁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410043 沈羽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720031 彭馨雨 斜塘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300148 吴雨涵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450671 余佳 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070291 张子皓 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230051 陈丹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480109 章旻祎 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表演艺术 
1935810393 肖乐彤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20033 吴璇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80232 孔悦佳 立达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90127 赵玟燕 园区八中(车坊)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860074 郭心悦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00317 陆雨婷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00447 夏春丽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690138 李润泽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70496 王未 星海实验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500053 马静宜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880009 陆丹妮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230039 胡恩淼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40204 崔婕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300129 陈阳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070267 姚馨怡 振华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20069 仲玲嫣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20029 祝蔓蔓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30225 喻佳妮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230126 郭厚浩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730382 房子怡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420008 朱云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流管理
1935230121 张李洁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380025 孙佳航 苏州市振吴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880072 王礼杰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740214 蒋俊杰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810021 王国赐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20118 孙唅清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740259 肖艺佳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700267 章雨舟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90335 齐欢欢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900123 顾志毅 星洋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870006 李国祥 城西中学回苏生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860167 沈敬轩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750127 蔡利军 娄葑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720153 刘昕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870017 尤星凯 城西中学回苏生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020030 赵硕 新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690143 钱胄彦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300139 强雨杰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860089 陈嘉翰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300040 李丽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790101 郭紫摇 园区八中(车坊)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740092 归静怡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880174 沈欣怡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750129 王婧 娄葑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500202 万零昕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730192 王颖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710240 杨瑞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490239 陆静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610197 钱雨莹 新区一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810137 何信颜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品质管理工程方
向）

1935900052 李义恒 星洋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070640 吴承浩 振华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300143 王昌彪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730151 崔兆国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650073 黄真真 通安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540231 许琛熠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720032 苏永琦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720020 李慧莲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390200 许雨洁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670485 赵弘西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700265 余一飞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900029 周铭轩 星洋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340136 王盈盈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900023 汤璟康 星洋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860161 方家琪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35770241 陈思羽 星海实验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880002 陈慧婷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480254 陆晓天 立达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830094 孙泽铭 园区外国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710054 陈祎宁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850060 吴华玲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690244 祝嘉琪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700271 成苏雅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400076 吴望海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香）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230326 王卓涛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810242 凌马杰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490141 王艺彦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790106 李朱杰 园区八中(车坊)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500065 俞佳雯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020080 邱智韬 新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810017 肖霖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730196 蒋周逸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920085 王晓雪 星澄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160300 刁麒羽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750058 崔馨悦 娄葑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730216 施张俊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300092 周勇强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490043 顾年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220135 陈贝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860156 杨柳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070644 赵晔成 振华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800072 徐千涵 回苏生及往届生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240110 刘泽敏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900010 许月妍 星洋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850048 李慧欣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240021 王思如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240088 曲欣乐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850099 叶康俊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490527 吴文博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070646 周天睿 振华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50055 徐应 娄葑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30307 王英豪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090112 徐哲浩 苏中园区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900056 陆天奕 星洋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00242 徐明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240128 张川江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30020 李龙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690059 匡霖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50063 安曾然 娄葑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30288 曹伊伊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00065 周润城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230182 占敏轩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920021 夏敬怡 星澄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230397 金孟云珠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00251 居钧杰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420018 刘永朋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90117 侍晨阳 园区八中(车坊)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340217 王思佳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710154 卢奇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1935910002 佟籽润 独墅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90183 赵锬晟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810348 夏梓奥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810043 李吉州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00268 罗杨祺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香）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00267 陈家奇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香）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700383 汪庆乐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20025 张奕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700050 李鑫阳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700246 周宁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690137 姜俊辰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880053 王馨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810188 张佳悦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700195 冯思雨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400185 朱国豪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香）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710239 金奕研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340259 周苏丹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880125 王哲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420113 高其昌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810231 曹震威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810113 倪若彤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动漫制作技术
1935740195 赵马恺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920053 刘家宜 星澄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680019 施与溦 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790113 钱周煜 园区八中(车坊)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730167 顾予捷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600216 文沈阳 新区二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810382 许烨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480115 张恬 立达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890142 陈佳颖 景城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610215 唐韵蕾 新区一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810004 戴子轩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700196 黄嘉萱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490376 王徽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740280 毛韩涵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660148 马宇恒 新区实验初中科技城校区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700304 许智恒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070320 李怀远 振华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680221 李天成 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300043 鲁亚萍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240011 朱志成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700361 王静盈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无人机应用技术
1935710032 陆雅岚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700164 张扬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600294 沈雯 新区二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230267 方苏颖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690208 赵晨怡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690045 宋仪慧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730320 周开朗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720115 王憬彦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720143 王君舞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1935860157 赵戈奕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300072 刘华珊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240057 江子杨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070507 姚鲍爱可 振华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770504 张宇峰 星海实验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790096 程宇 园区八中(车坊)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730391 陈新宇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410067 马慧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900124 蒋涵强 星洋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35070611 倪炜炜 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650080 董乃硕 通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410035 王高媛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540063 邹思琪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220105 司马恺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410377 周嘉颖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160094 陈紫怡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610163 仲苏苏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480045 李梦婷 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560156 尹慧婷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340208 陈海璐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300151 许涛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400352 郭双毅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630075 李蕊蕊 新区三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540241 李艳泓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600438 孙艺娜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540236 葛帆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230313 沈忱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商务
1935540192 王越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390127 何琦玮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450367 粟琦玥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700046 陈真华 园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410245 杨天雨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450600 王继鑫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230423 徐新晨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540182 董任远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500081 陆易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630220 韩俊 新区三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230415 张子涵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490436 姚亦淳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410352 杨逸昕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935230265 文晗萱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450536 翁嘉雯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490366 武宜莱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160085 戴心怡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410308 贾凡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340374 王姵涵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300119 朱梦婧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540003 蔡怡琳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890036 潘薇如 景城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480628 陈凯琳 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070121 邓舒予 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610118 邱欣怡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450062 杨佳琪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410372 张玲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490277 周暖馨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1935230269 叶蕊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陈列设计方
向）



1935340214 经怡雯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陈列设计方
向）

1935410341 黄烨琳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陈列设计方
向）

1935340378 郑予馨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陈列设计方
向）

1935560344 邱欣怡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陈列设计方
向）

1935450233 夏雨虹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陈列设计方
向）

1935630002 姚周晨 新区三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880104 孔议森 东沙湖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500122 陆叶嘉伟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540436 张树理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500067 李淏予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230408 朱俊杰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00306 张子昂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50174 邹易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740048 顾奕宇 星浦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220021 韦宸烨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230206 沈俊杰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540189 张博轩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650053 谢明皓 通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90393 赵跃飞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610581 陆郡瑶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710077 钱明辉 园区五中(跨塘)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810551 唐晔天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540464 张子杰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730209 周阳 唯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工业机器人技术

1935400223 许振宇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490232 朱刘昱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450686 吴佳桦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740179 陆子俊 星浦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140177 刘鑫源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410404 陈悦甜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400282 陈芸洁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670434 邹乐天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

用
1935480196 许唯嘉 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160370 贺雯婷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610237 邓歆仪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030014 王雨欣 三中慧成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490234 张悦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490240 金家妮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220208 邓芊颖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560241 鲁旭阳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680263 钱品含 星湾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410037 张子怡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640012 王涵 新区五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650355 周欣怡 通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400366 李思雨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670436 胡瑾玮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670354 王欣怡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际商务
1935340280 薛忆涛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340039 张涌雷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00409 俞嘉伟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00360 王与时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070100 胡安之 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40208 蔺益 新区五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10226 戈骏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50482 袁羽喆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10324 徐成军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30022 许文杰 新区三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10310 夏艺轩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450081 许宏晔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160406 夏正昱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390195 谈霄越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10321 邹晨希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30052 张冯彬 新区三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40430 姚子辰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070489 何陆玮 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60028 黄强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540489 袁张诚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160113 于志嵘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340349 陈毅飞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140203 阚荣泽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340276 汤佳祺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35640009 张玉环 新区五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400288 夏君怡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610120 顾缘杰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490263 赵震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500033 杜瑜瑶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230155 王进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410386 吉瑞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640033 李佳硕 新区五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410039 李敏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480117 肖涵 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670368 高敬东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500269 张淳扬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230272 许心怡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670380 邵昕洋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230191 陈润培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120055 蒋励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230257 黄祝君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1935400083 徐俊辉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300034 陈华禧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410270 滕雨婷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610175 马帅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540470 张锦烁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770401 李韫 星海实验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670042 徐宏涛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610101 陈谭浩嵩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610531 张尧铭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1935660277 张支宇 新区实验初中科技城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610286 周奕维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140106 常煜坤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820018 严均浩 迎春中学回苏生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610046 邱家皓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220320 张晏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220280 张乘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700018 姚倪晨 园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610503 俞越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730395 李思远 唯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750097 徐子轩 娄葑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610154 许昊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410184 张正杰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450071 黄义瑞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690388 戴恩泽 星港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
1935390077 祁乐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340042 朱凯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520010 陈熹玮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770409 袁欣彤 星海实验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560393 徐蕾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480222 莫凡 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340140 章嘉晨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400327 朱倩倩
彩香实验中学校（原彩
香）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560158 郑怡琳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660319 范欣怡 新区实验初中科技城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220008 谷雅楠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240170 吴迦岩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230054 胡晓宇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480343 孙慧玲 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500273 盛芸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340036 夏宇豪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540191 许媛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540482 李雯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340137 杨吉如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540196 刘洋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410098 叶方婷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935220121 陶萌鑫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560107 王天晴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690092 郁欣怡 星港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340382 朱依慧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490289 刘鑫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070442 徐伊祎 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670529 吴灏天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120096 曾骊文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450085 张旭阳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935410376 周小垠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560113 周李晶 新区实验初中马运路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540200 沈昕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410170 李丹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650408 沈旻骐 通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480129 蔡依静 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070491 孔博文 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630039 姚祎嘉 新区三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140148 钱明成 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通信技术
1935540296 黄诗烝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500221 吴晨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410199 陈晓蔡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610124 张星宇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810512 陈筱怡 西交大附属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490216 杨成宇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490219 罗旭东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500206 袁亦恒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600515 梁伟毅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物联网应用技术
1935070150 刘宇洋 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490046 黄祎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610455 徐心妍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540458 周军 阳山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490028 王思捷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610329 朱宇恒 新区一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410327 顾呈烨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490533 徐韧开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1935410273 卜俊岚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医疗设备应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