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姓名 院校 队伍 奖项

1 朱笛 苏州大学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一等奖

2 张舒洋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 一等奖

3 薛萧昱 苏州大学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一等奖

4 夏雨荷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 一等奖

5 侯晓燕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6 肖姗姗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 一等奖

7 胡婧怡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等奖

8 俞东伟 嘉兴学院 材料与纺织工程学院 一等奖

9 郑静怡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商学院 一等奖

10 李晶羽 天津工业大学 经管学院 一等奖

11 孟靖达 苏州大学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 一等奖

12 张舒畅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服装学院 二等奖

13 李嘉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纺织学院 二等奖

14 张馨月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 二等奖

15 邓锡蕙 南通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二等奖

16 李诗元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 二等奖

17 寿宝怡 东华大学 东华管理学院经贸系 二等奖

18 傅宜萱 武汉纺织大学 管理学院 二等奖

19 焦萃萃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 二等奖

20 何锘怡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二等奖

21 罗潇笛 乐山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22 江晓丹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周庄文化旅游学院 二等奖

23 周锐珊 惠州学院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二等奖

24 司圆源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二等奖

本科组

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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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院校 队伍 奖项

25 高楠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周庄文化旅游学院 二等奖

26 徐环环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经管学院 二等奖

27 张彬倩 嘉兴学院 设计学院 二等奖

28 黄 玲 东华大学 东华管理学院经贸系 二等奖

29 程薇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服装学院 二等奖

30 张小星 江西服装学院 服装工程学院 二等奖

31 陈家凤 四川轻化工大学 纺专服装学院 二等奖

32 陈芳韵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奖

33 马雅倩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服装学院 二等奖

34 彭雲雲 中原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奖

35 姜可欣 武汉纺织大学 经济学院 三等奖

36 李珊珊 西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 三等奖

37 郑嫄琛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三等奖

38 海洋 四川轻化工大学 纺专服装学院 三等奖

39 邬晗玲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40 董晗睿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41 苟文斌 天津工业大学 经管学院 三等奖

42 周宇航 西安工程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43 王悦雯 东华大学 东华管理学院经贸系 三等奖

44 韩佩玉 安徽工程大学 服装系 三等奖

45 唐雷 乐山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46 游伟豪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三等奖

47 李海鹏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商学院 三等奖

48 项舒琪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机电工程系 三等奖

49 赵惠莹 青岛大学 青岛大学纺织学院 三等奖

本科组

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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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院校 队伍 奖项

50 姚思劼 江西服装学院 服装工程学院 三等奖

51 武子怡 上海杉达学院 商学院 三等奖

52 王梦宇 中原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53 杨佳蓁 天津工业大学 经管学院 三等奖

54 蒋瀚 四川轻化工大学 纺专服装学院 三等奖

55 史清志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经管学院 三等奖

56 任逸 武汉纺织大学 经济学院 三等奖

57 庄秋琼 惠州学院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三等奖

58 张佚 中原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59 闫佳敏 浙江理工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60 陈子璇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三等奖

61 杨慧贤 东华大学 纺织学院 三等奖

62 顾辉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商学院 三等奖

63 周梦月 盐城工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 三等奖

64 魏嘉璐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系 三等奖

65 徐桂香 南昌工程学院 经贸学院 三等奖

66 杨堂 乐山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67 朱梦玲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系 三等奖

68 李晴 中原工学院 纺织学院 三等奖

本科组

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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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序号 队伍 奖项

1 东吴商学院 一等奖

2 外国语学院 一等奖

3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奖

4 青岛大学服装学院 二等奖

5 经管学院 二等奖

6 东华管理学院经贸系 二等奖

7 商学院 二等奖

8 纺专服装学院 三等奖

9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10 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等奖

11 经济管理学院 三等奖

12 材料与纺织工程学院 三等奖

13 经管学院 三等奖

14 服装工程学院 三等奖

本科组

江西服装学院

四川轻化工大学

乐山师范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

中原工学院

嘉兴学院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惠州学院

西安工程大学

青岛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东华大学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马晓虹

徐玲

张弦

团体奖

院校

苏州大学

冯岑

蒋闰蕾

闫涛

李悦

倪琳

韩婷

嘉兴学院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天津工业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姓名

侯开慧

索理

黄立新

张彩丹

优秀指导教师

院校

惠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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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院校 队伍 奖项

1 牟宇飞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系 一等奖

2 朱志凌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经管学院 一等奖

3 葛雅丽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经管学院 一等奖

4 袁依博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商贸学院 一等奖

5 王艳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时装学院 一等奖

6 卢培玲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商务学院 一等奖

7 笪蕊馨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经管学院 二等奖

8 龚梓欣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纺织工程学院 二等奖

9 佘维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 二等奖

10 庄毓吟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 二等奖

11 费满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时装学院 二等奖

12 侯秀 苏州市职业大学 商学院 二等奖

13 陈沛兰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商务学院 二等奖

14 滕宝琪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系 二等奖

15 陈佩儿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商务学院 二等奖

16 赵一璇 苏州市职业大学 商学院 二等奖

17 雷婷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 二等奖

18 王思新 苏州市职业大学 商学院 二等奖

19 吴楠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 二等奖

20 赵依灵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纺织工程学院 三等奖

21 陈宇琪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贸易分院 三等奖

22 徐慧敏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23 邓小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经管学院 三等奖

24 梁丽婷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商贸学院 三等奖

高职组

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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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院校 队伍 奖项

25 任玺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国际贸易系 三等奖

26 陈泽炜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时尚设计学院 三等奖

27 顾冰萱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时装学院 三等奖

28 李玉华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系 三等奖

29 周玉英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30 周天乐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轻纺服装学院 三等奖

31 李彤彤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经管学院 三等奖

32 邹如意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轻纺服装学院 三等奖

33 阮晓冰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 三等奖

34 刘毅伟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时尚设计学院 三等奖

35 杨文平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商贸学院 三等奖

36 谭晓泳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信息系 三等奖

37 费炫秋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时尚设计学院 三等奖

38 白晨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系 三等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组

个人奖

徐薇

楼亚芳

于春阳

贺薇

祁小华

项捷

周鹏

祖园园

高静

优秀指导教师

院校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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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队伍 奖项

1 经管学院 一等奖

2 旅游商务学院 一等奖

3 国际贸易系 二等奖

4 时装学院 二等奖

5 现代商贸学院 二等奖

6 商学院 三等奖

7 外语外贸学院 三等奖

8 纺织服装与艺术传媒学院 三等奖

9 纺织工程学院 三等奖

10 三等奖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组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职业大学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团体奖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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