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号 姓名 毕业中学 预录取学校 预录取专业代码 预录取专业名称

1735540158 章铭杰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35070359 朱铖星 振华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35300162 赵继续 苏州市三十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35410151 颜佳玮 苏州南环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35450693 卫喆涛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35420053 陈家鑫 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35540029 王梦娇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340029 徐骏杰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400137 孙灵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540388 孙凌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340149 顾宇璠 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340055 王骏哲 苏州市立达中学总校胥江部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540013 罗子平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540357 曹艳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340259 汪书涵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420081 李无尽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070162 龚毅锋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420113 王淼 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500285 王琪琪 苏州市文昌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420080 贺家慧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报关与国际货运
1735670427 朱桓妤 苏州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710173 王雨欣 园区五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120057 吴天祥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50534 缪玥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50675 陈果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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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480478 楼宇凡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220090 刘昕婕 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120072 李莹莹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680311 李嘉诚 苏州园区星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720092 杜张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230099 凌安琪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90627 朱聪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340048 张佳铭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00005 刘静怡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10059 石家豪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240084 王丁辉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610457 徐雯瑶 苏州新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90456 姜凯航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830005 殷嘉灏 苏州工业园区外国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220048 杨添 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10103 张庭赫 苏州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00108 严静怡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490548 王雪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建筑室内设计
1735630068 许鼎 新区三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500201 佘佳跃 苏州市文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790072 邹嘉鹤 苏州工业园区第八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490338 姜羿晖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730246 罗鋆晔 唯亭九年制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240019 叶树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630047 赵王韵 新区三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480031 邹东旭 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630005 徐渊 苏州市高新区第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260004 孙锐哲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490650 陆骏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420056 唐子轩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610546 金锦正 新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480442 毕佳 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240122 江芃飞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670415 章骋昊 苏州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400188 华伟豪 彩香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340160 阙碧程 胥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410109 金启照 苏州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600449 王哲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建筑工程技术
1735880129 俞航辉 苏州东沙湖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160271 颜泽如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680199 朱政阳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20039 彭思雨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160246 高凤如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540028 陈杰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20094 汤俊龙 密度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20043 刘梦婷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90212 蔡晋辉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140055 邹重驰 田家炳初级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710193 陈之涵 苏州工业园区第五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670173 张文潇 苏州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740155 何佳裕 苏州园区星浦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660147 徐杨 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科技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390100 吴中延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90189 徐尹芸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50124 杨晓君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90605 张景颢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540063 史家巍 苏州新区阳山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630168 吴佳怡 苏州高新区第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230289 晏云浙 金阊新城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070063 吴夏怡 振华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240140 陈芷昕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160284 朱晨璇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610445 戈欣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500260 顾昊 苏州市浒墅关文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00269 陆君涛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工程造价
1735490658 钱誉霆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650281 周文杰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610022 铁中杰 新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340193 张一凡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230083 曹云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220244 许梓豪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340182 孙亮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260136 常欣茹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810016 庞誉霆 苏州工业园区第十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市政工程技术
1735610274 周佳晨 新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390170 吴富强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90207 顾文欣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260114 张牧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800048 霍嘉玮 城西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610325 吴邢宇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初中部)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230334 潘苏鑫 苏州金阊新城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10031 张喜诚 南环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00280 倪卓平 彩香实验中学（原彩香）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230281 张升明 金阊实验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540032 陆骏毅 阳山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10209 王宇恒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670314 余泽州 苏州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220078 姚明非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670446 华笑鹏 苏州高新区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20108 刘伟 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070480 冯兴宇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00339 罗翌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600070 沈兴荣 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20144 陈浩龙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540052 顾昊 苏州阳山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650270 周旭 通安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540062 张旭苏州市高新区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220339 郑骏远 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735410178 陈宇新 苏州南环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35400289 张泽云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35420095 冯栋伟 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35020034 杨博文 苏州新草桥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480448 沈依韵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480292 汪欣仪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720058 仝瑶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340185 张梦瑶 苏州胥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490121 张宇城 平江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500234 蔡雯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420111 曾强胜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810424 刘瑞兵 苏州工业园区第十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410055 潘静怡 苏州南环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450262 朱家豪 苏州市草桥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600199 府羽苏 新区二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230312 马忠伟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630155 陈宇星 新区三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物流管理
1735690089 苏静怡 苏州星港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480742 俞马鑫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070562 杨昳婕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890030 金梓怡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480114 徐英铨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610154 莫许珺 苏州新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260069 左欣怡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490264 李嘉怡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720050 朱周晓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735490132 顾昊 平江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070568 戴崇杰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480469 杨晨悦 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490417 花时进 苏州平江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600237 周瑞宏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490641 冯一帆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610121 陈嘉晔 新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420200 仲旭东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400160 封宇 彩香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1735220325 瞿悦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480453 周婧瑜 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120029 秦朵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600161 陆俊泽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400316 白力冰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480093 陈思蓉 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490482 唐文婷 平江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160194 关涛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环境艺术设计
1735880095 蒋励成 东沙湖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700053 杨跃 园区一中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880027 盛俊逸 东沙湖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480038 彭宸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710231 顾俊凯 苏州工业园区第五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480049 张悦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740017 蒋铭洋 园区星浦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540018 刘博文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690407 赵金鑫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160026 韩莹豪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390178 贾凯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230244 张兴强 金昌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700333 欧阳海 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070632 张思成 苏州振华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735400159 周祯嵩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230152 吴云山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140088 陈宇 彩香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540314 李俊杰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450371 刘知远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160175 朱珺镒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070767 李彦霆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230274 方鹏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340344 赵杰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4 建设工程管理
1735220050 沈佳旖 景范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7 电子商务
1735070569 韩天翌 振华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35690210 陆雨舟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740049 赵慧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700105 蔡沁怡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690276 许文轶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710092 胡欣 园区五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230139 黄雨琦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740022 刘露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480449 陆原 立达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0 动漫制作技术
1735700332 钮宇辉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35780092 俞越 莲花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35810370 周佳叡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680075 项文清 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20043 顾陈曦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700191 沈静怡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7 电子商务



1735740131 顾昕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810437 王一帆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770485 赵韫旖 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7 电子商务
1735540360 董昊东 阳山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35230143 管玥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240108 于馨妍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680167 高淑婧 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35240189 江思龙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220278 顾舒玥 景范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690253 王奕青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7 电子商务
1735780054 史明进 莲花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35240124 徐梓杭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2 物流管理
1735720057 黄奕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35730079 陈思洋 唯亭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740227 丁刘世荣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50031 江欣铖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2 无人机应用技术
1735700367 李涛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810271 范张弛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2 无人机应用技术
1735650193 金新悦 通安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7 电子商务
1735690032 王立于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2 无人机应用技术
1735450286 刘彬杰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790071 罗思迪 园区八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2 无人机应用技术
1735420165 朱语婷 觅渡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0 动漫制作技术
1735300078 王谢苏 市三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50338 吴天宇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20106 华陈康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2 无人机应用技术
1735690260 章佳琪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0 动漫制作技术
1735680046 潘若瑄 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820024 赵琳 迎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7 电子商务
1735720025 周琦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10193 丁瑾颖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0 动漫制作技术
1735880096 蒋凯航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070073 李鋆枫 振华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品质管理工程方向
1735690281 张仁权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690238 闫志强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00160 周陆瑶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0 动漫制作技术
1735730302 钱陈希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0 动漫制作技术
1735450361 周昕瑜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10 动漫制作技术
1735740120 徐歆悦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880082 徐紫晨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50271 莫欣雨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40078 陈俊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00021 闫伟聪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690352 范晓恒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500238 袁利岩 文昌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40018 宋宝来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60030 曹苏华 市二十六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品质管理工程方向
1735690246 范嘉怡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50032 龚夏煜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品质管理工程方向
1735810313 黄锐俊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10179 邵羽盛 园区五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00318 李雨静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10016 陈振东 园区五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700433 钱屹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品质管理工程方向
1735680080 诸怡雯 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30130 田晨希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740055 朱涛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240110 郭胜男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品质管理工程方向
1735710095 葛雨晴 园区五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品质管理工程方向
1735390276 张智轩 市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20102 沈宇婷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00275 叶欣雨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240090 黄鹏洲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860153 王梓旭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390071 陈悦辉 市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4 机电一体化技术（品质管理工程方向
1735720030 陆佳妮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20011 张茜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00271 莫晨茜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070642 邵文婷 振华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240096 蔡涛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850106 成培锋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880063 赵翔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40123 闫一帆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860125 晏宇禄 金鸡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240159 胡子宣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690320 许雨田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340082 赵祖瑛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00031 倪思云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10118 丁佳睿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230329 殷佳成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750114 张浩然 娄葑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730029 陈小萌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850135 丁艺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070724 余珲 振华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810056 钱佳怡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10220 倪恺文 园区五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50344 张翼哲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20019 肖楠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40015 张枭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540261 车相毅 阳山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810237 李想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10311 冯俊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90116 金雯艳 园区八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30040 刘骏骐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880125 刘仁杰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070095 李叶 振华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880099 李禹勋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3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810207 马晓蝶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650195 邢馨怡 通安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20097 周婧琦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5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5720099 方雨菲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20130 李嘉艳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00321 时茜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230064 朱杰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910015 王严 独墅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710097 江怡 园区五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20023 周星宇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10238 李星晨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850066 刘璐 青剑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80065 沈在国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340158 汪耿骁 胥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80460 王凯 立达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10078 阎豪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690279 俞闰凯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50436 陈苹苹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30068 杨博文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20315 陈骊 景范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40089 李坤明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700152 汪琦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690251 王雪菲 星港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90539 袁阔海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00138 张妍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730146 周羽翔 唯亭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650163 金新怡 通安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40131 尚凯强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240247 王金玉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910021 李小萌 独墅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50632 曹弘哲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90386 孔心悦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240188 马朝阳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450355 王欣悦 草桥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8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35740026 归元锴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40057 刘子豪 星浦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340296 卢奕蕾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80032 姚开 东沙湖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90018 钱龙 景城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80061 朱奇 莲花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10083 陈明星 园区十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20103 叶啟东 觅渡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20070 郑宇勋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00277 仲雯怡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20026 黄嘉慧 斜塘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540405 马秀俊 阳山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240223 彭敬安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00032 沈靖婕 园区一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410014 夏仪婕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240044 张富强 市二十四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90413 李金锋 平江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6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90090 钱鑫宇 园区八中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770098 巫王睿 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680226 蒋骋宇 星湾学校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01 应用电子技术
1735300118 薛宇航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700417 杨志浩 苏州工业园区第一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70262 王姚晨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50242 姜铼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30117 陆俊文 苏州高新区第三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30137 陈曦 苏州高新区第三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90647 杨朋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90603 朱锦涛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90292 陈华杰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30105 龚俊杰 苏州高新区第三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340111 钱吕融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10202 许佳轩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160205 姚欣玥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490446 王一鸣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340043 丁杰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140287 倪郭啸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160195 庄祎豪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140189 邱立民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610463 王苏锐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450463 黄匡迪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340268 沈昕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400307 顾凯文 苏州市彩香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140158 邱文奇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技师学院 0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735450457 程慷 苏州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450248 彭天宇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450243 李嘉铭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490600 王青阳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300129 高烨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600325 周桂瑾 苏州市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600265 唐逸飞 苏州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540038 蔡戴俊 苏州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600405 姚徐添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600018 李泽忱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450290 沈家丞 苏州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450686 孙一驹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390237 任文豪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600306 孙超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610027 郭敬豪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数控技术
1735070720 许劭阳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070744 王逸文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260060 张怡晨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690342 夏楚韵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610171 陈雨欣 新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220345 王心怡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00141 周琦雯 苏州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240068 张曼丽 苏州市二十四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340179 安丽华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260102 范贝贝 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700258 薛龙飞 园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90277 蒋璎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650180 沈宣妤 通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80121 吴韵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90520 韩鑫泽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810440 吴骏杰 苏州市工业园区第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10169 刘亚杰 南环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90395 陈璎怡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610591 顾希颖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90611 侍立俊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340079 张扬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80477 谢旭铭 立达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610161 周讳 苏州新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070516 杨燕琪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540393 高金静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230268 钱翃斓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540159 许怡静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240047 刘树豪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00261 吕井涛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340262 胡悦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735450131 段琦玉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540243 陆依婷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500185 强森 文昌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610011 叶铭轩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500117 倪诗佳 苏州高新区文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410228 顾镒枫 南环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480158 雷明杰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070221 谢思帆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450353 濮依婷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450230 陆依婧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500197 顾军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120219 刘赛威 苏州市十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670175 杨正信 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1735600201 顾逸骏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450380 应鸣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600246 高宇晖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600233 张逸俊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490615 夏天琦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230318 朱晧琪 苏州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610079 徐昊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450088 郑尤其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340023 刘泽伦 苏州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540297 张真奇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通信技术
1735140184 庄子岳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230049 杨文静 金阊新城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390013 顾苏艳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120077 张弘佳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070422 俞心悦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610157 胡悦 新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410015 钱君怡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140267 赵建兰苏州市姑苏区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660098 吴珺瑶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600548 姚依蓓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300110 王苏南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120206 祝紫月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450274 沈悦婷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220183 吴玥 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540390 邵恩怡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服装与服饰设计
1735300113 王宇莹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20198 汪子俊 觅渡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340358 王名喆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50600 钱宇恒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540031 靳湘婷 阳山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240092 李建玉 苏州市第二十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50511 邵志涵 苏州市草桥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770231 邹与时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海实验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800027 李嘉和 苏州城西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490498 胡文倬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340176 刘斌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540204 钟晨云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070311 姚竑基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070638 高程 苏州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600375 陈铭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670078 刘杨振 苏州新区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3 物联网应用技术
1735120066 陈杰 苏州市第十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500176 金依婷 苏州市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410080 王小雪 南环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790025 戴鑫宇 工业园区八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220217 马艺璇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680232 史明宇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540283 王雨琦苏州市高新区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540373 周君怡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400305 费星宇 苏州彩香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410074 倪宏滔 南环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650257 孙超 苏州高新区通安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750180 李惠娴 娄葑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520012 王茜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160298 王佳逸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400322 何王婧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国际商务
1735480152 周天宇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10446 赵艺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540326 滑顺旺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230272 丁绪磊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520115 冯佳辉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60088 许益松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科技城校区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520007 王凯宇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00333 董圳泽 苏州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540330 郑志强 苏州市阳山实验出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230103 王佳俊 苏州市金昌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10230 韩阳 苏州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240173 陈瑶瑶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70166 李想 苏州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300169 范自豪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00093 周毅 苏州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220299 徐子扬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90466 瞿琦 苏州市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750136 徐鑫 工业园区娄葑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340071 张皓凡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070610 单苓毅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540059 肖星星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10146 严培希 新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90208 顾峻华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070165 刘琼蔚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10033 杜锦昕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070628 徐悦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120245 罗苏林 苏州市十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140284 陈楠鑫江苏省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390129 王鹏辉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490453 吴羽丰 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240165 王磊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390076 颜文卓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650331 郭佳淇 新区通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140279 张丛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35070288 杨雨渊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260091 祁冰雁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340106 朱佳琦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450619 王乐言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540122 陈一搏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450349 韩梦晴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340025 张毅佶 苏州胥江实验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600521 陆贝尔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230220 沈奕颖 苏州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300124 朱梦婷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600379 顾佳怡 苏州高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540185 刘爱文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400071 张惠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450613 陈云月 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340024 张阳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160297 司仁缘 市区苏州市十六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540325 王海翔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650136 张志帆 苏州市高新区通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450263 曹婷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540054 陈颖 苏州市高新区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120179 田一洋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340095 黄贝贝 苏州市胥江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600571 李雪亮 苏州市高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340188 杨琪琳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230241 何宇佶 苏州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220146 顾雨晴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650344 王钇芸 高新区通安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630093 卢心怡 苏州高新区第三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420131 邓祉愉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420096 张翔 苏州市觅渡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5 电子商务
1735140013 赵琪琪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160012 朱韵易 江苏省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600416 朱怀正琪 新区二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610017 韩跃 苏州新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160290 戴弘强 苏州市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340205 曹杰 苏州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400262 朱效德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230313 王奇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230037 金泽鸿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480151 陈子豪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410173 吴逸凡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500162 吴颖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140261 王苏杨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240076 刘开金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690027 陆迅彦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070252 李宇杰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230258 刘媛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880081 唐思敏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670093 彭若舟 苏州市实验初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120207 李子鉴桥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3506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340219 宋驰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140047 刘子明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410028 朱晨曦 苏州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735230192 王培成 苏州市姑苏区金阊实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160305 黎润泽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070623 万宇昊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450352 潘仪珺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070201 周紫怡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400330 叶卫泽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770138 刘玮杰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230117 陆童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610461 顾嘉琪 苏州新区一中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490493 汪震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450521 章子昂 苏州市草桥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160300 张柏康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140271 王诚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390171 张旭恒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610116 盛凯 苏州市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400312 姬建盟 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400297 许佳豪 彩香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540126 鲍叶红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480100 靳轩 江苏省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120193 庞卓钦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540129 岳聆琏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070151 吴赟 苏州振华中学校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540182 周志贺 苏州吴县中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3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35800023 王若溪 回苏生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20053 郁诗怡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340315 张昕倩 苏州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80305 石曦然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300089 朱莫怡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10106 张骁逸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70280 葛佳成 苏州新区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398 麻宇曦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140276 朱思文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070272 丁嘉宜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070728 凌旌译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333 李一诺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182 王少卿 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300127 陈淑婷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90394 陈芊蔚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160080 余静蕾 十六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149 张骁宇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80323 郑斐元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730159 邓子玥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20359 赵晗歆 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070320 凌奕玟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890028 陈玥 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271 陆旭承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60116 李旭东苏州市科技学院附属中学二十六中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26030 崔小川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20163 姚君毅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300132 郭湘 苏州三十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166 黄蕾 南环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070244 张钮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840015 潘虹伃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90148 郑晨洁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770009 吴恩琪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00422 陈朱蓥 苏州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90614 闻润开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343 王宇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340238 华晨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780032 张家辉 莲花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90296 宋艺琳 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40178 贾萌涵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452 周玥霏 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520192 高天宇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00042 茆佳芹 苏州彩香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012 贺欣仪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60051 顾晓春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60021 余珊珊 二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40151 邓晨会 苏州市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006 孙语萌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300063 刘帅豪 苏州市第三十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242 潘亦顺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160013 陆佳怡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60165 冯书婷 苏州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720029 张弛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90599 潘雪婷 苏州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034 陈浩宇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033 李景豪 苏州南环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300013 李一帆 三十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140205 郑凤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30141 嵇琳琳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860137 钟迭钰 金鸡湖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90471 刘智萌 苏卅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055 谢心月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094 解玉婷 南环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070435 金奕樵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90258 丁点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50096 吕祯祯 苏州草桥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70033 龚闻凯 苏州国际外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810218 杨昊晨 园区十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630074 周宇 新区三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097 王志豪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079 万芊芊 南环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083 刘琳 南环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80092 陆宗懿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410129 潘妍妍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240143 单福慧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700129 陆思源 苏州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8 酒店管理
1735700221 陈欣 苏州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700129 陆思源 苏州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340255 陈天誉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480226 朱一锋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490344 王嘉诚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260116 李旭东苏州市科技学院附属中学二十六中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260038 陈城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410167 程佳怡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500220 陶祎斌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490597 顾忻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770009 吴恩琪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340212 李天杰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220230 宗洁如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300216 蒋蝶蝶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300097 蒋浩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140281 李旭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620159 高浩男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450096 吕祯祯 苏州草桥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300077 王伟栋 苏州市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480164 李佳棋 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230160 陈愉斌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300059 金卫杰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450147 郁静娴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340148 戴红才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600431 李书豪 苏州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120175 方鹏磊 苏州市第十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230226 戚叶萱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340232 陈诣涵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调工艺与营养
1735340113 陈晓雨 苏州市胥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9 烹饪工艺与营养
1735220058 徐樱 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800023 王若溪 回苏生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800030 吴思慧 城西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600497 俞成浩 新区二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260026 於嘉妮 苏州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490558 钟丽娜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480213 陆睿莹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390088 林润雨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220053 郁诗怡 苏州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410157 周雯茜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680323 郑斐元 苏州工业园区星湾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230025 王俊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220052 周婧菡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070636 陈诗影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410033 李景豪 苏州南环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400098 蔡俊晔 彩香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160227 孙波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230308 盛敏华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7 旅游管理
1735070636 陈诗影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540316 沈婕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160166 孙心妍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160243 叶禛 苏州市第16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660207 姚俊以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626030 崔小川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690049 骆玺程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540181 金舟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600105 金懿昀 苏州新区二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610081 张馨月 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490148 郑晨洁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070164 金子杰 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410167 程佳怡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540395 顾欣艺 阳山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070141 骆欣雨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6 景区开发与管理
1735230142 蔡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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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导游
1735260122 王竹清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230042 梅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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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导游
1735070244 张钮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240101 蒋玉婷 苏州市第24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340113 陈晓雨 苏州市胥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490253 蒋笑雨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490457 查李君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300063 刘帅豪 苏州市第三十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260126 史竹宣 二十六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230133 张晓庆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260137 黄梦洁 苏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7 导游
1735840015 潘虹伃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770136 蒋嘉树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230263 张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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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财务管理
1735810192 陈瑜 工业园区十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070371 陆俊彦 苏州市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670072 张翼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760007 刘彦茹 苏州工业园区星洲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670245 吴昕怡 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770341 王嘉荣 园区星海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410157 周雯茜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410126 郭诗妍 苏州市南环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160080 余静蕾 十六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160014 王心怡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220073 邵子恩 苏州市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4 财务管理
1735410004 余虹洁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480055 谢心月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690249 缪雨馨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400050 马天尧 苏州市彩香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160227 孙波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480089 张伊心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220064 韩笑雨 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770237 范欣怡 苏州市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160177 吴宇轩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400042 茆佳芹 苏州彩香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480242 潘亦顺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340238 华晨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340028 张雨洁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810192 陈瑜 工业园区十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340109 顾芸 苏州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商务英语
1735490193 谢晓骅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690330 樊佳羽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410136 朱正洋 苏州市南环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020022 唐晨洋 苏州新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450050 冯铄雯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490354 束辛怡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520192 高天宇 苏州学府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610560 周凯毅 苏州市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480470 陈宸 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480048 吴欣宜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070461 刘璐 苏州振华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480352 林文骏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160240 何萍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490394 陈芊蔚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070389 柯顺帆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1 园林技术
1735340232 陈诣涵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220064 韩笑雨 景范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10050 夏颖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340076 马致睿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90137 叶茗佳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50050 冯铄雯 苏州市草桥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50351 李乐颖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660207 姚俊以 苏州高新区实验初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80418 顾诗怡 苏州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90071 魏晨曦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340084 宋俊情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220081 褚天辰 苏州市景范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80612 任雨欣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230307 张娜 苏州市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160177 吴宇轩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5 风景园林设计
1735480167 陆婷婷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840039 徐继龙 西交利物浦大学附属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490265 杨菁滢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690376 李胜蓥 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770115 蒋苏玥 星海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610294 徐鸿飞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600298 刘子俊 苏州新区第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450351 李乐颖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880098 陆楷文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480286 史芳源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410048 金恬玉 苏州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260105 马佳东 二十六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390088 林润雨 苏州市第一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480465 朱科迦 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02 动漫制作技术
1735880098 陆楷文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90071 魏晨曦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540181 金舟 苏州市阳山实验初级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90265 杨菁滢 苏州市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340074 周烨 苏州市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820007 顾姜希 苏州市迎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90593 吴瑾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80612 任雨欣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50147 郁静娴 苏州市草桥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770168 周晓璐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800043 徐庆豪 苏州市枫华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070551 嵇心怡 苏州市振华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140003 张嘉怡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90354 束辛怡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340072 钱思妤 胥江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80418 顾诗怡 苏州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690330 樊佳羽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490511 李月梅 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1 艺术设计
1735690049 骆玺程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800046 沈韵琪 苏州市吴中区城西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80271 陆旭承 苏州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80089 张伊心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890081 吴义坚 景城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500212 周爱伟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文昌实验中学校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80092 陆宗懿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700221 陈欣 苏州园区一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10203 宗佳洁 苏州市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300114 韦韦 苏州市第三十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80101 蔡汶珊 苏州市立达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500232 贾锦帅 苏州文昌实验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300143 李婉嘉 苏州市第30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230259 闫晴 金阊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160013 陆佳怡 苏州市第十六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240151 邓晨会 苏州市二十四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90540 钱海阳 苏州平江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10004 余虹洁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240136 殷贝贝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410001 王玲 南环实验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610122 钱嘉婧 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校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140176 郭保煜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1735600472 何清扬 苏州市新区二中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2 表演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