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奖项 姓名 毕业院校
高职 特等奖 代创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鲁进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白健炜 福建华夏高级技工学校
高职 一等奖 李福林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李天齐 安徽新华电脑专修学院
高职 一等奖 郭鹏琦 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李建铖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于昌永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一等奖 付家乐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朱奕臣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匡经森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李佳伟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高职 二等奖 王明威 武昌职业学院
高职 二等奖 苗浩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郝志轩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张鑫 开封大学
高职 二等奖 王迎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薛立松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高职 二等奖 周爽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卢鹏飞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陈朴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吴文杰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高职 二等奖 王旻远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周煜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二等奖 张雨涵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林志城 福建华夏高级技工学校
高职 三等奖 李小芳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周金凤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杨光逸凡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刘家康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冯家威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杨红海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新区校区）
高职 三等奖 班振兵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黄民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吴泊毅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张文强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曹春晖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史丞荣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魏政阳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何恩贤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刘博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钟运锋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周辰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李雪慧 开封大学
高职 三等奖 朱伟豪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蒲馨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杨林儒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周欢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张瑞 德州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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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 三等奖 邓万旭 德州劳动服务技工学校
高职 三等奖 赵俞蓉 山东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张开智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李名扬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 三等奖 张应龙 开封大学
高职 三等奖 李仁权 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高职 三等奖 田凯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三等奖 胡新婷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谭硕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鲁先刚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潘智鹏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商佳昊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戴俊财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刘骁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张运岳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苗金鹏 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高职 优胜奖 徐福杰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赵选伟 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徐锋文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池泓霖 黑龙江工商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卢文浩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田林浩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李昂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黄彦铭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李锦凤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邹梦豪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李进廷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王子文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章梦灵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陈永泰 仙桃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张玉晓 德州劳动服务技工学校
高职 优胜奖 栗志浩 德州劳动服务技工学校
高职 优胜奖 张皓南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江松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许振宇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李小强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余隆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张慧丰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董朝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储英豪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刘灵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张仲鹏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何一硕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曹博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常键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史延涛 开封大学
高职 优胜奖 孟凡顺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刘颖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优胜奖 朱明睿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职 优胜奖 杨阳阳 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
高职 优胜奖 李思瑶 黑龙江工商学院
高职 / 何凯瑞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曾宇勋 黎明职业大学
高职 / 范文斌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高职 / 周宇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赵素雅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王雨权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高职 / 彭博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孙格格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 / 王阳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李露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高职 / 鲁维康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刘斯淇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宋晓帅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高职 / 乔安冉 山东职业学院
高职 / 刘则强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高职 / 马长林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周诗洋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郑妍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 / 汪为天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孙兴 安徽新华电脑专修学院
高职 / 韩双泽 武昌职业学院
高职 / 姚栋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高职 / 成莹莹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逯祖楠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高职 / 戴嘉骏 长江职业学院
高职 / 马全录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高职 / 王转霞 天津职业大学
高职 / 俞休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易雷佳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李涛 山东职业学院
高职 / 郑竣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高职 / 渠俊鸽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 / 单凯荣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 / 白小萌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 / 周美迪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高职 / 洪丽 黑龙江应用技术学校
高职 / 王欣雨 黑龙江省水利学校
高职 / 韩强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高职 / 谭明聪 哈尔滨传媒职业学院
高职 / 黄美惟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何万彪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 / 郎振硕 天津工业职业学院
高职 / 花超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高职 / 刘苗苗 兰州外语职业学院
高职 / 张鑫翔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职 / 郭大勇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高职 / 罗子一 黑龙江工商学院
高职 / 于佳欣 黑龙江工商学院
高职 / 耿慧欣 黑龙江工商学院
高职 / 张永杰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高职 / 李道临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