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就业公益知识服务和知识竞赛
优秀奖获奖名单

本科组

姓名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沈庄颖 南通理工学院 173****3037

章蔚 南京晓庄学院 151****3166

颜培福 泰州学院 131****9687

倪鑫潏 泰州学院 188****5319

张伍银 泰州学院 185****4023

薛煜鎏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198****1902

明月 泰州学院 152****3328

张雨萌 泰州学院 131****3031

谢希渊 泰州学院 133****7008

于晓雨 泰州学院 137****3677

朱浩楠 泰州学院 178****5393

肖锌宇 泰州学院 131****1732

刘慧 泰州学院 178****5312

陈小艺 泰州学院 150****2368

花颖 泰州学院 188****9483

祁琪 泰州学院 182****9928

陆婷 泰州学院 150****6568

杨盼盼 泰州学院 178****2919

顾敏 泰州学院 178****6182

周曙瑞 泰州学院 187****0308

黄睿 泰州学院 182****3928

徐杰 泰州学院 153****5052

付晓玥 苏州大学 189****2670

罗天琴 泰州学院 178****0579

赵颖 南京审计大学 182****2866

韩苗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178****6239



俞家耀 泰州学院 176****8369

严昕然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138****5636

顾宇 泰州学院 152****3598

徐非凡 泰州学院 188****9450

李素芹 南京晓庄学院 151****0993

徐瑜 南京审计大学 151****7999

李津璞 三江学院 135****5807

宋飞飞 泰州学院 158****2878

刘轩 南京邮电大学 133****4282

杨扬 泰州学院 178****1930

杨洁吉 盐城工学院 178****5317

陈艳 泰州学院 138****1050

高静仪 南京财经大学 134****0961

刘金财 常州大学 158****5699

刘磊 泰州学院 182****0929

吴凤 泰州学院 178****1712

盛雨嘉 泰州学院 178****1792

孙萦婷 泰州学院 188****1657

彭开余 泰州学院 177****5292

周倞 泰州学院 180****7996

谢兰 泰州学院 151****6747

张馨悦 南京中医药大学 153****0862

吴晓晓 苏州大学 187****5909

谢倩倩 泰州学院 178****3109

于本一 泰州学院 180****9697

邵乾坤 三江学院 139****9562

王颖 南京林业大学 189****5566

陈子晴 泰州学院 188****9556

李紫薇 泰州学院 188****5313



李欣遥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156****5885

丁岩 泰州学院 188****2291

胡明珺 泰州学院 183****0818

张湲熒 泰州学院 151****3317

丁露 泰州学院 173****2398

储雨欣 泰州学院 188****6163

赵琳玲 泰州学院 178****1819

周颖 泰州学院 198****8395

黄灵芝 泰州学院 178****5929

王开宁 南京师范大学 138****8360

马卓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38****0715

吴涛 盐城工学院 199****0855

吴敏婕 南京工程学院 189****1482

王欣 南京师范大学 166****8365

卢雨萌 南京师范大学 189****0898

毛晨宇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151****0366

陈颖儿 南通理工学院 187****6068

李萍 盐城工学院 188****7853

杨漫 南通理工学院 188****5259

邵婕 盐城工学院 188****2681

李晓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186****9266

温加权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182****1289

陆冰清 盐城工学院 157****6082

林启哲 南京财经大学 132****5636

潘奔 徐州工程学院 156****1713

张鸿 河海大学 136****8764

祁雅欣 三江学院 198****6101

李道玮 金陵科技学院 186****7015

王碧涛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187****3165



吴聪 南京财经大学 188****8290

徐李敏 南京审计大学 156****3598

李欣 徐州工程学院 158****9353

陈思民 河海大学 152****9776

潘振文 南京工程学院 157****6782

黄彩婕 南京财经大学 135****4713

赵雪晴 江苏师范大学 188****8102

徐畅 江苏海洋大学 131****3656

邱梦杰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198****2369

王雅 金陵科技学院 188****6110

叶静静 金陵科技学院 153****3571

肖梦雅 徐州工程学院 130****3622

林娟 南京审计大学 180****4186

叶秀玲 南京师范大学 180****6097

王子祺 南京师范大学 157****1669

严悦 南京晓庄学院 159****5550



高职组

姓名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张琪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8****9369

李智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32****1185

吴元昊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89****7031

李丹 苏州职业大学 188****0210

查玲隆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8****8085

秦诗煊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53****2031

陆梁玉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33****3587

苏娜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0****7387

陈梦飞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6****1755

闫爱玲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7****5613

李聪睿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9****0279

骆思鸿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8****1905

林欣悦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85****0336

陈可欣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0****8602

刘瑞涛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8****7190

王成美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72****2898

黄慧慧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1****6656

曾珍 苏州职业大学 152****2911

滕芯缘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58****6259

孟恒恒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182****2912

王亿裕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75****3146

庄舒雅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98****9656

陈佳琪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130****7399

卜玉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8****1985

吴慧铖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78****5541

张家春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2****9767



陈颖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98****2025

吴昕颖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81****4090

张烨杰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30****8660

王璐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8****1005

陈亚兰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2****3962

张竞文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31****6224

李小诺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58****5091

庆祥临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32****1827

王琴 扬州市职业大学 157****2991

时浩田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8****3931

汪小琦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59****5612

童梦迪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3****7404

张云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8****2560

苏小坦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88****2968

刘雨琼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53****2152

刘琪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51****9067

邹善美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80****0039

沈鑫鑫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84****0958

汪玉洋 苏州职业大学 181****2292

徐心怡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8****4355

王慧颖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78****9450

赵梓含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3****5469

包诗甲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153****2878

吴逸帆 扬州市职业大学 191****5821

徐政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2****7789

何平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5****0505

周瑜婷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3****7748

黄方露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7****5725

曹娜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1****7050



张迪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77****9505

张梦遥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3****5270

刘方婷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6****3190

谷雅婕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6****5819

汤胤颖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8****9369

蔡濛锴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8****6295

杨艳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8****2724

凌继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81****2806

陈媛媛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8****5842

郭威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88****8058

孙菡菡 扬州市职业大学 151****8536

蔡伟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4****5896

韩玉蓉 苏州职业大学 153****0057

姚蓓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8****5676

虞冰妍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2****9197

彭凯丽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156****3910

凌继平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81****2806

於琴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7****3512

卢勤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7****1092

刘晓康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8****6677

靳梦茹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6****5505

杜玉源 扬州市职业大学 198****4968

蔡晓杰 扬州市职业大学 138****8253

代梦婷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2****1626

胡馨怡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7****8275

赵丽婷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98****1291

沈文静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3****6649

盛倩娴 扬州市职业大学 153****2660

瞿沈炎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38****4832



王耀永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187****2806

陈诗琦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137****0737

张晓辉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51****4711

高方恩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7****9028

纪淼玥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3****6086

陆叶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53****1182

朱国娇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82****6576

肖梦梦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6****6216

王敏珠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98****2185

孔亚格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182****3391

都很喜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7****5741

杨雅萱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89****0824

吴孙鑫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9****0279

焦旭妍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52****4925

戴玲 扬州市职业大学 131****2361

李卓繁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78****9545



公图组

姓名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鲍致远 扬州市图书馆 159****0030

尹小娟 仪征市图书馆 158****5736

卢意 淮安市图书馆 139****8272

胡洋 南通市图书馆/南通市少儿图书馆 151****2302

陆梁玉 南京图书馆 133****3587

周甦 泰州市图书馆 181****5107

李刚 海安县图书馆 138****3562

汤茂春 宝应县图书馆 139****4866

佘晓彬 江阴市图书馆 137****3780

王琰 海安县图书馆 138****1623

唐红 淮安市图书馆 150****4776

陆倩 南京图书馆 182****3579

陆祎琪 吴中图书馆 177****3601

顾明 姜堰区图书馆 133****8109

刘丹 金陵图书馆 182****5879

王凯杰 南京图书馆 181****0176

徐荣 连云港市图书馆 138****4701

忻伟隆 南京图书馆 136****0029

杨梦娟 盐城市图书馆 178****8757

张伟 淮安市图书馆 136****3549

魏婷 海安县图书馆 188****8968

朱慧 海安县图书馆 183****7292

单建恒 南京图书馆 159****7487

张娟娟 淮安市图书馆 153****0865

王德永 淮安市图书馆 135****9518

冯强 扬州市图书馆 133****3371



吴玉英 姜堰区图书馆 133****8127

章梅梅 泰州市图书馆 189****2966

毛立功 崇川区图书馆 138****0101

汤子怡 淮安市图书馆 130****3006

许驰 盐城市图书馆 138****5836

江玲玲 扬州市图书馆 180****1152

徐霜 连云港市图书馆 130****6076

金小芳 姜堰区图书馆 139****0296

张加娟 海安县图书馆 183****8153

刘备 苏州市图书馆 185****2093

陈士武 泰州市图书馆 150****2819

于振勇 如东县图书馆 151****8350

任婕 南京图书馆 139****8656

董璐芸 南京图书馆 158****1267

赵红霞 淮安市图书馆 138****2266

严素文 泰州市图书馆 133****8143

郭轶聪 镇江市图书馆 180****0652

朱天曼 淮安市图书馆 133****6086

陈方 无锡市图书馆 151****2699

高文 泰州市图书馆 182****9961

李翀 溧阳市图书馆 137****3946

卜玥凡 苏州市图书馆 139****8141

费毅 姜堰区图书馆 139****3082

汤戎 海安县图书馆 139****0263

陈晴 灌云县图书馆 183****9381

叶琳 苏州市图书馆 139****3002

章宇一 无锡市图书馆 185****1109

蒋永 镇江市图书馆 136****0481

华晓明 无锡新区图书馆 153****5893



黄莺 海安县图书馆 133****9110

朱敏 盐城市图书馆 150****0296

李昂 海安县图书馆 188****5932

王敏丽 淮安市图书馆 180****4580

钱碧莲 扬州市图书馆 188****7608

陶秋静 淮安市图书馆 180****0611

蔡琪琪 海安县图书馆 152****0375

王敏 淮安市图书馆 187****7828

陈雨梅 南通市图书馆/南通市少儿图书馆 138****9500

李黎明 苏州市图书馆 138****9480

王强 海安县图书馆 187****9610

朱颖丹 大丰区图书馆 157****8006

蔡琪琪 海安县图书馆 152****0375

陆耀荣 启动市图书馆 136****8391

祁章生 淮安市图书馆 136****1812

杜小燕 扬州市图书馆 199****6534

王欣 淮安市图书馆 159****4830

吴海秋 海安县图书馆 159****3458

顾晨羲 苏州市图书馆 134****3202

温志霞 海安县图书馆 159****6383

范海林 海安县图书馆 158****4708

金小芳 姜堰区图书馆 139****0296

沈朋 扬州市图书馆 158****3880

杨路 淮安市图书馆 182****9624

秦国俭 泰州市图书馆 152****2607

何丹 连云港市图书馆 180****9807

朱乐意 吴中图书馆 182****1292

王亦翔 海安县图书馆 158****9171

沈兰超 淮安市图书馆 151****9780



史秋晶 南京图书馆 136****3671

陶涛 镇江市图书馆 159****5082

徐颖 通州区图书馆 158****6490

雷卉 淮安市图书馆 158****5800

丁可 淮安市图书馆 183****3625

刘文彬 如东县图书馆 137****3784

时荣康 淮安市图书馆 151****8406

邰菁宇 海安县图书馆 138****2213

沈树涛 海安县图书馆 189****0085

郑玲玲 扬州市图书馆 153****1061

季凯琳 启动市图书馆 198****9266

蒋培 淮安市图书馆 188****3711

张映红 南通市图书馆/南通市少儿图书馆 139****6781

戴文萱 淮安市图书馆 189****5190

刘雪娇 泰州市图书馆 158****4620

殷杰 淮安市图书馆 136****2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