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姓名 单位名称 奖项

1 朱敏敏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 韩雅儒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3 孔慧慧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4 沈宇翔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5 涂文梅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一等奖

6 倪雅 扬州市职业大学 一等奖

7 钱陈晶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8 谷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9 阿木尔·木合塔尔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10 胡文娇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一等奖

11 宋来艳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12 姚佳怡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3 潘开心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4 黄飞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5 姜海欣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6 徐帆 扬州市职业大学 二等奖

17 张怡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二等奖

18 杨镓然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9 王秀秀 温州技师学院 二等奖

20 陈瑞楠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1 张悦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2 罗梅雅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3 史雪琼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4 邱爽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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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吴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6 张琳薇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7 洪晖镇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8 杨慧颖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9 符梦婷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二等奖

30 吴霞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二等奖

31 刘晓桐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二等奖

32 刘佳媛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3 杨丹凤 扬州市职业大学 三等奖

34 关彦璐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5 夏丽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三等奖

36 黄俊林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7 孙梦圆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8 董佳宝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9 张琪 江西服装学院 三等奖

40 胡琪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41 吕茜茜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2 陈青青 黎明职业大学 三等奖

43 李梦勤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4 张瑞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5 陈袅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6 武飞宇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7 王小领 重庆工贸学院 三等奖

48 张林岩 江西服装学院 三等奖

49 王诚佳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0 王东妹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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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廖星茹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52 吴华香 重庆工贸学院 三等奖

53 江恩来 绍兴技师学院(筹) 三等奖

54 冉韦 重庆工贸学院 三等奖

55 刘娇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56 昌  颖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7 谢雅洁 温州技师学院 三等奖

58 侯嗣盟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59 戴谨璟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0 陈露茜 重庆工贸学院 三等奖

61 王蕴颉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62 张株凤 温州技师学院 三等奖

63 孔佑珊 江西服装学院 优秀奖

64 张亚如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65 张子健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66 皮金兰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67 余潇琴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68 温佳颖 江西服装学院 优秀奖

69 赵亚南 绍兴技师学院(筹) 优秀奖

70 黄辰 扬州市职业大学 优秀奖

71 王紫微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72 李艾莲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优秀奖

73 周江艳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74 劳依苗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75 薛晓思 黎明职业大学 优秀奖

76 吴东梅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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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欧阳思慧 绍兴技师学院(筹) 优秀奖

78 陈伶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79 袁嘉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80 王俊兰 温州技师学院 优秀奖

81 李佳俊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82 黄嘉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83 沈亚丽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84 詹子苗 江西服装学院 优秀奖

85 李  影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86 杜雅倩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87 柯美玲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88 李祖德 黎明职业大学 优秀奖

89 陈千千 黎明职业大学 优秀奖

90 刘燕妮 重庆工贸学院 优秀奖

91 俞楠 绍兴技师学院(筹) 优秀奖

92 周梦珍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93 余娜煌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94 　杨虹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95 田卓然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优秀奖

序号 学生姓名 单位名称 奖项

1 朱敏敏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设计创新奖

2 孔慧慧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精工细作奖

3 沈宇翔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版型创新奖

个人奖

单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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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奖项

1 一等奖

2 一等奖

3 二等奖

4 二等奖

5 二等奖

6 二等奖

7 二等奖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优秀指导教师

团体奖

徐君　    万里

江群慧    徐逸

田金枝    刘蕾

单位名称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章瓯雁   杨龙女

田金枝   董春英

岳海莹   牛海波

彭颢善   罗晓菊

胡毅     刘治君

郭艳琴   刘荣平

王玉兰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扬州市职业大学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指导教师姓名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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