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学校 奖项

1 陈晓茵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2 林紫音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3 郝新宇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4 郭成伟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5 陈梦凡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院 一等奖

6 袁 玉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等奖

7 黄紫媚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8 严佳辉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9 祝春怡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0 岳娜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1 朱瑶婷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2 张晴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3 林锦丽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二等奖

14 徐露露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5 熊嘉仪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二等奖

16 潘茜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院 二等奖

17 周珂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二等奖

18 吴梦姐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19 高霞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20 张海婷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1 骆舒韵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2 应亦恬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3 陈怡丹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4 杜丽平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5 万伊丹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6 王秋月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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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周凤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8 陈心如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三等奖

29 严 鑫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0 罗亿帆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1 杨倩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院 三等奖

32 蔡范君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3 何明熔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三等奖

34 万全兴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5 刘佳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36 许泽昌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院 三等奖

37 叶一橦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三等奖

38 王文娜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9 张俊杰 深圳市盐港中学 三等奖

40 林云芳 黎明职业大学 三等奖

41 梁金梅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42 喻兰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43 陈莹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院 优秀奖

44 王燕娇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45 郑相鹏 深圳市盐港中学 优秀奖

46 李柏杨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47 范家祥 深圳市盐港中学 优秀奖

48 刘霜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优秀奖

49 钟跃彬 深圳市盐港中学 优秀奖

50 郭焕宜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51 张国宇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52 王嘉伟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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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尤秋月 黎明职业大学 优秀奖

54 颜恒 黎明职业大学 优秀奖

55 张雪 德州学院 优秀奖

56 郭慧 黎明职业大学 优秀奖

57 徐雅楠 德州学院 优秀奖

58 王丽倩 黎明职业大学 优秀奖

59 陈见福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60 郑国兴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奖

指导教师

朱江波  曾翠霞

杨乐芳  翁  毅

李朝晖  刘桂阳

王明芳  王建平

郭燕蕾  黄  花

甘志红  李  玲

奖项

一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二等奖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院

优秀指导教师

团体奖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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