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性别 所在中学（或单位） 考生号 考生类型 总成绩 录取专业
专业代

码

沈佳柯 女 余姚市第三中学 20332033130043 普高招生 149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陈紫怡 女 温岭市之江高级中学 20338214150288 普高招生 144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应宇宸 男 乐清市芙蓉中学 20332904150037 普高招生 141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吴子乐 男 浙江省临海杜桥中学 20338004140024 普高招生 137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魏舒祺 女 云和县云和中学 20337201130038 普高招生 137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闵洲阳 男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20334311150323 普高招生 134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苏悦 女 台州市实验中学 20338810140003 普高招生 134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周淑婕 女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20334311150192 普高招生 133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张文秀 女 衢州市衢江区杜泽中学 20336502150333 普高招生 132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陈子颖 女 浦江县第三中学 20336303150235 普高招生 127 旅游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01

王绍贤 男 苍南县灵溪中学 20333305140009 普高招生 150 旅游管理 02

潘琪瑶 女 浙江省桐乡第二中学 20334203150233 普高招生 149 旅游管理 02

张硕倪 女 诸暨市第二高级中学 20335407150749 普高招生 149 旅游管理 02

吴嘉琳 女 东阳市横店高级中学 20336008150113 普高招生 149 旅游管理 02

傅梦甜 女 浙江省诸暨市牌头中学 20335402150131 普高招生 147 旅游管理 02

陈欣 女 台州市明珠外国语学校 20336010130081 普高招生 147 旅游管理 02

杨婧垆 女 衢州市衢江区大洲中学 20336503150236 普高招生 147 旅游管理 02

徐琳 女 浙江省桐乡第二中学 20334203150141 普高招生 146 旅游管理 02

赵思茹 女 临海市白云高级中学 20338007150091 普高招生 146 旅游管理 02

马帅 男 浙江省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20338507150528 普高招生 144 旅游管理 02

朱双颖 女 象山县西周中学 20332204150052 普高招生 139 旅游管理 02

龚瑞瑞 女 浙江华维外国语学校 20335109150479 普高招生 138 旅游管理 02

郑秋玲 女 江山市清湖高级中学 20336908150249 普高招生 135 旅游管理 02

梁洁 女 浙江省嘉善中学 20333802151305 普高招生 134 旅游管理 02

郭佳弦 女 诸暨市第二高级中学 20335407150969 普高招生 133 旅游管理 02

陈国 男 苍南县桥墩高级中学 20333302150085 普高招生 133 旅游管理 02

吴金香 女 缙云县仙都中学 20337516150139 普高招生 133 旅游管理 02

叶鑫磊 男 富阳区实验中学 20330906150330 普高招生 133 旅游管理 02

丰韶春 女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20331602108037 单独考试招生 197 旅游管理 03



何悠娜 女 宁波建设工程学校 20332201108009 单独考试招生 197 旅游管理 03

刘琪琪 女 景宁畲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804108010 单独考试招生 195.5 旅游管理 03

王楚涵 女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20331602108038 单独考试招生 194 旅游管理 03

黄蕾 女 龙游县求实职业中专 20336610108014 单独考试招生 192.5 旅游管理 03

费思怡 女 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4511108023 单独考试招生 191 旅游管理 03

陈婷婷 女 景宁畲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804108053 单独考试招生 191 旅游管理 03

樊恩熙 女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

校
20331821108239 单独考试招生 191 旅游管理 03

杨倩 女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20331760108062 单独考试招生 189.5 旅游管理 03

梅雯雯 女 景宁畲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804108049 单独考试招生 188 旅游管理 03

徐琳楠 女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20337102108049 单独考试招生 186.5 旅游管理 03

何舟丽 女 普陀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20339005108002 单独考试招生 184 旅游管理 03

吕坤 男 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校 20333893108032 单独考试招生 180 旅游管理 03

徐易凡 男 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校 20333893108035 单独考试招生 178.5 旅游管理 03

周柳依 女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5210108029 单独考试招生 178.5 旅游管理 03

熊鹏程 男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20331602108050 单独考试招生 178.5 旅游管理 03

洪婷婷 女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20333032108046 单独考试招生 177 旅游管理 03

李京 女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20333032108015 单独考试招生 175.5 旅游管理 03

许於钦 女 临安市昌化职业高级中学 20331012108034 单独考试招生 174 旅游管理 03

黎颖 女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20331760108040 单独考试招生 174 旅游管理 03

周佳怡 女 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4511108026 单独考试招生 174 旅游管理 03

俞丽雅 女 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4511108020 单独考试招生 174 旅游管理 03

刘梦婷 女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20331602108039 单独考试招生 174 旅游管理 03

范良荆 女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404108003 单独考试招生 174 旅游管理 03

季上铃 女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20337102108001 单独考试招生 174 旅游管理 03

戴龙信 男 台州市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20338102150486 普高招生 160 应用化工技术 04

殷骏 男 浙江省桐庐富春高级中学 20330803150436 普高招生 152 应用化工技术 04

赵帆 男 宁波北仑明港高级中学 20331730150184 普高招生 151 应用化工技术 04

肖方昕 男 苍南县宜山高级中学 20333354150054 普高招生 149 应用化工技术 04

陆力维 男 绍兴中国轻纺城中学 20335008150021 普高招生 149 应用化工技术 04

吴祎昕 男 台州市黄岩第二高级中学 20338102150565 普高招生 149 应用化工技术 04



何子杰 男 浙江省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20338507150202 普高招生 149 应用化工技术 04

方裕民 男 富阳区实验中学 20330906150361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钟宇威 男 浙江省桐庐富春高级中学 20330803150425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王裕翔 男 宁海县正学中学 20332306150044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曾平 男 苍南县勤奋职业学校 20333312150011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张森淼 男 瑞安市第八中学 20333108150034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周宏利 男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20332917150034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胡波杨 男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20332917150220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江镐泽 男 乐清市育才中学 20332909130022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臧梓程 男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20332917150288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庄霄鹏 男 乐清市芙蓉中学 20332904150059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李灏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20334309150215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孙钰淇 男 台州市新桥中学 20338703140008 普高招生 147 应用化工技术 04

顾凯波 男 宁波北仑明港高级中学 20331730150002 普高招生 145 应用化工技术 04

林晨晨 女 温州市英才学校 20332511150002 普高招生 145 应用化工技术 04

孙浩楠 男 安吉县孝丰高级中学 20334703150251 普高招生 145 应用化工技术 04

管佳豪 男 台州市新桥中学 20338703150266 普高招生 145 应用化工技术 04

郭哉伯 男 台州市振华高级中学 20338808150043 普高招生 145 应用化工技术 04

朱峻葛 男 缙云县壶镇中学 20337503140005 普高招生 145 应用化工技术 04

王听 男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20332917150072 普高招生 144 应用化工技术 04

莫利强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20334309150149 普高招生 144 应用化工技术 04

沈毅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20334309150172 普高招生 144 应用化工技术 04

杨晨 男 台州市明珠外国语学校 20338706150021 普高招生 144 应用化工技术 04

杨润泽 男 乐清市大荆中学 20332902150302 普高招生 138 应用化工技术 04

潘正康 男 永康市丽州高级中学 20335812150285 普高招生 138 应用化工技术 04

晏文赋 男 温岭市书生中学 20338216150064 普高招生 138 应用化工技术 04

王小龙 男 宁波市北仑区泰河中学 20331750130041 普高招生 137 应用化工技术 04

陈书磊 男 嘉兴市开明中学 20333614140008 普高招生 135 应用化工技术 04

陆浩 男 平阳县萧振高级中学 20333209150253 普高招生 135 应用化工技术 04

郭晶晶 女 宁波市北仑区泰河中学 20331750150156 普高招生 135 应用化工技术 04



卢浥天 男 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 20331006150112 普高招生 135 应用化工技术 04

钟宇杰 男 浙江省嵊泗中学 20339401150101 普高招生 135 应用化工技术 04

周伟光 男 奉化高级中学 20332106140404 普高招生 134 应用化工技术 04

丁秋豪 男 新昌县知新中学 20335306150038 普高招生 134 应用化工技术 04

李锡洋 男 东阳市顺风高级中学 20336010150337 普高招生 133 应用化工技术 04

刘良俊 男 泰顺县城关中学 20333506150058 普高招生 133 应用化工技术 04

甘泉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20334309150139 普高招生 133 应用化工技术 04

郑之翔 男 宁波滨海学校 20332206150133 普高招生 133 应用化工技术 04

林显辉 男 苍南县钱库高级中学 20333352140005 普高招生 132 应用化工技术 04

徐费岚 女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20334311150234 普高招生 132 应用化工技术 04

杨晨辉 男 宁波北仑明港高级中学 20331730130158 普高招生 132 应用化工技术 04

何奕蝶 女 象山县西周中学 20332204150110 普高招生 131 应用化工技术 04

王文涛 男 温州市瓯海区三溪中学 20332564150079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何浩栋 男 余姚市第五中学 20332035150048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施宇豪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20334309150217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邱宇凡 男 湖州市菱湖中学 20334303150465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廖成亮 男 衢州市衢江区杜泽中学 20336502150618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侯墨然 男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20333306150188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王乾浩 男 宁海县正学中学 20332306150005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胡迪浩 男 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 20330705150015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张超果 男 仙居县横溪中学 20338302150046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魏钰钿 女 诸暨市学勉中学 20335403150279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王鹏杰 男 新昌县知新中学 20335306150253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伍湖平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20334309150074 普高招生 130 应用化工技术 04

方俊 男 余姚市第五中学 20332035150021 普高招生 154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张昕宇 男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20336404150023 普高招生 150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蒋奕成 男 台州市宁溪中学 20338103150070 普高招生 150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林泽布 男 宁波市鄞州区城南中学 20331675150124 普高招生 147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姚熙喆 男 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 20336404150499 普高招生 147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应卓佳 女 仙居县城峰中学 20338306140015 普高招生 140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陈宏威 男 安吉振民高级中学 20334705150324 普高招生 138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熊德阳 男 杭州市艮山中学 20330120150070 普高招生 137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钱成杰 男 浙江省桐乡第二中学 20334203150366 普高招生 136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娄鹏杰 男 宁海县正学中学 20332306150277 普高招生 135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傅健蛟 男 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 20330111130292 普高招生 135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柯婷婷 女 浙江省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20338507150292 普高招生 133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陈思达 男 宁波北仑明港高级中学 20331730150072 普高招生 133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竺雯雯 女 奉化市武岭中学 20332103150165 普高招生 132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潘鑫磊 男 临海市白云高级中学 20338007150021 普高招生 132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彭慧宁 女 龙游县横山中学 20336606150051 普高招生 132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许译文 女 余姚市第三中学 20332033130054 普高招生 132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徐太阳 男 江山市第五中学 20336905150194 普高招生 132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胡邵飞 男 衢州市衢江区杜泽中学 20336502150612 普高招生 132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王婷 女 宁波北仑明港高级中学 20331730150009 普高招生 131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05

裴颖琦 男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20331760101158 单独考试招生 19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单冬粟 男 临海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8011101134 单独考试招生 185.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吴利伟 男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404101010 单独考试招生 180.8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俞浩东 男 新昌职业高级中学 20335310101095 单独考试招生 180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张坤 男 新昌职业高级中学 20335310101085 单独考试招生 180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叶鎏骏 男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507101040 单独考试招生 180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陈科宇 男 诸暨技师学院 20335452101044 单独考试招生 178.8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徐嘉宁 男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20331760101072 单独考试招生 177.6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陈金涛 男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20335112101089 单独考试招生 177.6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雷文轩 男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604101032 单独考试招生 177.6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吴辉 男 嘉善中专 20333891101051 单独考试招生 176.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楼金涛 男 诸暨技师学院 20335452101028 单独考试招生 176.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宋梦坤 男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20335112101081 单独考试招生 176.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韩佳杰 男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20335112101012 单独考试招生 176.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王涵可 男
椒江区中等职业教育集团-职

中
20338812101084 单独考试招生 176.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陈嘉聃 男
台州市路桥区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20338702101002 单独考试招生 176.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张丞奕 男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20331760101115 单独考试招生 176.4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李庆宜 男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20334308101041 单独考试招生 176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葛丽琴 女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20330931101061 单独考试招生 175.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沈旭鹏 男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 20331101101005 单独考试招生 175.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王嘉乐 男 奉化市技工学校 20332106101037 单独考试招生 175.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王泽杰 男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20335112101020 单独考试招生 175.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沈柯晨 男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5210101047 单独考试招生 175.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郑亚男 男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604101054 单独考试招生 175.2 机电一体化技术 06

蔡旭 男 乐清市芙蓉中学 20332904150276 普高招生 167 建筑工程技术 07

陈建锋 男 金华市孝顺高级中学 20335522150244 普高招生 164 建筑工程技术 07

陈贤瑶 男 苍南县灵溪第二高级中学 20333306150106 普高招生 155 建筑工程技术 07

林圣涛 男 苍南县巨人中学 20333358150121 普高招生 152 建筑工程技术 07

叶俊杰 男 义乌市新义中学 20339563150147 普高招生 152 建筑工程技术 07

董海涛 男 新昌县知新中学 20335306150073 普高招生 150 建筑工程技术 07

陈芷洋 男 台州市新桥中学 20338703150204 普高招生 150 建筑工程技术 07

陈培钰 男 文成县第二高级中学 20333409150161 普高招生 150 建筑工程技术 07

童莹锋 男 余姚市第五中学 20332035150018 普高招生 148 建筑工程技术 07

王晟达 男 富阳区实验中学 20330906150249 普高招生 147 建筑工程技术 07

徐韦诺 男 宁波市荣安实验中学 20331631150242 普高招生 147 建筑工程技术 07

叶伟 男 温州市瓯海区第二高级中学 20332563150209 普高招生 147 建筑工程技术 07

徐利忠 男 衢州市衢江区杜泽中学 20336502150628 普高招生 147 建筑工程技术 07

金伦斌 男 浙江省三门第二高级中学 20338507150616 普高招生 147 建筑工程技术 07

王耀 男 临海市白云高级中学 20338007150094 普高招生 146 建筑工程技术 07

姜靓文 女 金华市孝顺高级中学 20335522150193 普高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7

张奇君 男 奉化市第二中学 20332102150054 普高招生 142 建筑工程技术 07

颜廷康 男 普陀第三中学 20339007150274 普高招生 139 建筑工程技术 07

徐佳怡 女 湖州市练市中学 20334309150176 普高招生 138 建筑工程技术 07

李丹妮 女 金华市江南中学 20335532150191 普高招生 138 建筑工程技术 07

虞泽壕 男 宁波北仑明港高级中学 20331730150216 普高招生 138 建筑工程技术 07

王证林 男 浙江省桐庐分水高级中学 20330802150229 普高招生 138 建筑工程技术 07



倪剑涛 男 绍兴中国轻纺城中学 20335008150266 普高招生 138 建筑工程技术 07

刘宿港 男 苍南县江南高级中学 20333361150193 普高招生 137 建筑工程技术 07

褚建宁 女 宁海县正学中学 20332306150010 普高招生 137 建筑工程技术 07

袁智超 男 新昌县知新中学 20335306140008 普高招生 136 建筑工程技术 07

杨列崇 男 奉化高级中学 20332106140407 普高招生 136 建筑工程技术 07

苏杭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20338502140011 普高招生 136 建筑工程技术 07

吴捷 男 衢州市仲尼中学 20336419150187 普高招生 136 建筑工程技术 07

张俊涛 男 东阳市顺风高级中学 20336010150408 普高招生 135 建筑工程技术 07

赵张豪 男 东阳市横店高级中学 20336008150125 普高招生 135 建筑工程技术 07

贾政毅 男 义乌市义亭中学 20339507150085 普高招生 135 建筑工程技术 07

许航宇 男 浙江省诸暨市越兴中学 20335409150134 普高招生 135 建筑工程技术 07

张博宇 男 余姚市第八中学 20332038150105 普高招生 135 建筑工程技术 07

王惠炤 男 义乌市新义中学 20339563150167 普高招生 135 建筑工程技术 07

洪烨 女 金华市孝顺高级中学 20335522150106 普高招生 134 建筑工程技术 07

陈志颖 男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中学 20338003150499 普高招生 133 建筑工程技术 07

徐川楠 男 永嘉县上塘中学 20333002150256 普高招生 133 建筑工程技术 07

李旭阳 男 绍兴市越州中学 20334904150078 普高招生 133 建筑工程技术 07

王利军 男 嵊州市三界中学 20335206150326 普高招生 133 建筑工程技术 07

张廷轩 男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20338018106054 单独考试招生 162 建筑工程技术 08

李丁 男 嘉兴建筑学校 20333696106026 单独考试招生 162 建筑工程技术 08

郑梓见 男
温州市城乡建设职工中等专业

学校
20332585106101 单独考试招生 157.5 建筑工程技术 08

高杰 男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20331103106009 单独考试招生 153 建筑工程技术 08

赵圣泽 男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20331103106039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王乐延 男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20331103106028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郏培诚 男 宁波建设工程学校 20332201106078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林靖翔 男 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 20332301106046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羊晓 男 磐安县职业教育中心 20336105106007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夏哲杭 男 杭州市建设职业学校 20330114106015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汪勇宇 男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20336421106037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劳仲称 男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20331902106106 单独考试招生 148.5 建筑工程技术 08



吴梦梦 女
浙江省余姚市第五职业技术学

校
20332005106009 单独考试招生 146 建筑工程技术 08

何子恒 男 宁波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20331605106080 单独考试招生 146 建筑工程技术 08

陈乙豪 男
温州市城乡建设职工中等专业

学校
20332585106087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王璐旖 女 嘉兴建筑学校 20333696106009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黄则钧 男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20335451106047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吕杰 男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20335451106041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叶重洲 男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20338018106051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程涛 男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20331902106121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程汉道 男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20331902106050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王婧 女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20331103106024 单独考试招生 144 建筑工程技术 08

陈凌天 男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20331103106004 单独考试招生 141.5 建筑工程技术 08

杨雪 女 宁波第二高级技工学校 20331605106041 单独考试招生 141.5 建筑工程技术 08

罗宗锣 男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20335111106117 单独考试招生 141.5 建筑工程技术 08

蓝佳怡 女 奉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0332105116033 单独考试招生 175.8 艺术设计 09

林梵西 女 台州市双语实验学校 20338811116164 单独考试招生 173 艺术设计 09

陈学明 男 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20335811116031 单独考试招生 171 艺术设计 09

邹佳仪 女 永嘉县职业中学 20333031116006 单独考试招生 163.8 艺术设计 09

章怡 女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20337102102028 单独考试招生 194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罗佳瑶 女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7202102048 单独考试招生 192.8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吴啸炜 男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404102055 单独考试招生 191.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刘晨晰 女 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20334606102014 单独考试招生 190.4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任俊宇 男 景宁畲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804102113 单独考试招生 188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王雲康 男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3991102072 单独考试招生 185.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林琼华 男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20337102102050 单独考试招生 185.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牟俭广 男 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20338101102025 单独考试招生 184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张丰翼 男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604102054 单独考试招生 180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徐义宸 男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2581102140 单独考试招生 177.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林可 女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2581102131 单独考试招生 177.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林贤横 男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20333364102006 单独考试招生 177.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0

黄洲涵 男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

学校
20333101116206 单独考试招生 165.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1



叶方倩 女 浙江省兰溪市第六中学 20335726116007 单独考试招生 165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1

余伊翔 女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

学校
20333101116217 单独考试招生 164.4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1

潘创 男 浙江省兰溪市第六中学 20335726116126 单独考试招生 162.6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1

梁舒淇 女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20331901116052 单独考试招生 160.8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1

祝亚婧 女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20336421116086 单独考试招生 159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1

王慧中 女 苍南县勤奋职业学校 20333312116018 单独考试招生 157.8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1

郑梦影 女 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20332801116023 单独考试招生 155.6 钢琴调律 12

王莉 女 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20332801116020 单独考试招生 152.8 钢琴调律 12

郭郡哲 女 洞头区职业技术中学 20332801116013 单独考试招生 144.4 钢琴调律 12

林佳娅 女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20332610116065 单独考试招生 138 钢琴调律 12

缪嘉嘉 女 苍南县勤奋职业学校 20333312116025 单独考试招生 136.2 钢琴调律 12

雷思维 女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3214116052 单独考试招生 135.6 钢琴调律 12

陈思柔 女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3123116039 单独考试招生 133.2 钢琴调律 12

周依嘉 女
椒江区中等职业教育集团-职

中
20338812117037 单独考试招生 152.4 钢琴调律 13

韩沛蕊 女 建德市新安江职业学校 20331201117011 单独考试招生 150.6 钢琴调律 13

徐艺欣 女 建德市新安江职业学校 20331201117029 单独考试招生 150 钢琴调律 13

王晨曦 女 新昌职业高级中学 20335308117021 单独考试招生 150 钢琴调律 13

叶施雯 女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20332721117100 单独考试招生 147 钢琴调律 13

高加蒙 女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

校
20330701117170 单独考试招生 146.4 钢琴调律 13

许楚露 女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20335451117021 单独考试招生 144.6 钢琴调律 13

陈丽莎 女 建德市新安江职业学校 20331201117020 单独考试招生 144 钢琴调律 13

叶伊晨 女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20332721117097 单独考试招生 144 钢琴调律 13

包恩娴 女 绍兴艺术学校 20334911117012 单独考试招生 144 钢琴调律 13

林倩 女
台州市路桥区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20338702117012 单独考试招生 144 钢琴调律 13

谢王依 女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20335451117020 单独考试招生 143.4 钢琴调律 13

戴歆珈 女
台州市路桥区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20338702117006 单独考试招生 142.8 钢琴调律 13

张文馨 女 建德市新安江职业学校 20331201117010 单独考试招生 142.2 钢琴调律 13

金心宇 女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20330931117110 单独考试招生 141.6 钢琴调律 13

张乾 女
台州市路桥区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20338702117025 单独考试招生 141.6 钢琴调律 13

金振涛 男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2581101007 单独考试招生 183.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王徐兴 男 奉化市技工学校 20332106101036 单独考试招生 178.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盛昱喆 男 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20332003101025 单独考试招生 177.6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陈超 男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507101026 单独考试招生 175.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朱新标 男 永嘉县职业中学 20333031101007 单独考试招生 172.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沈伊阳 男 海盐县理工学校 20334101101133 单独考试招生 172.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姚凯镪 男 海盐县理工学校 20334101101111 单独考试招生 172.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吕轲 男 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20335811101042 单独考试招生 172.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李昌清 男
椒江区中等职业教育集团-职

中
20338812101023 单独考试招生 172.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何浩东 男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20330931101103 单独考试招生 171.6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徐思亮 男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8611101023 单独考试招生 171.6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兰涛 男 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20335503101039 单独考试招生 171.6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张翼非 男 海盐县理工学校 20334101101129 单独考试招生 170.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张杭岚 女 新昌职业高级中学 20335310101056 单独考试招生 170.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叶航伽 男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20338217101006 单独考试招生 170.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刘国荣 男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404101025 单独考试招生 170.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范启伟 男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404101008 单独考试招生 170.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陈志安 男 余姚市职成教中心学校 20332003101014 单独考试招生 169.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吴豪华 男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5210101015 单独考试招生 169.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陈文轩 男 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20335503101013 单独考试招生 169.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徐英标 男 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20335811101043 单独考试招生 169.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余郑波 男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20331103101036 单独考试招生 169.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林舜霆 男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20338217101004 单独考试招生 169.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冯思博 男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2581101005 单独考试招生 1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夏佳晨 男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20330931101094 单独考试招生 1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邵泽镕 男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20330931101013 单独考试招生 1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沈洁 男 海盐县理工学校 20334101101112 单独考试招生 1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谢周恒 男 浙江省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 20335811101003 单独考试招生 1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叶春良 男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404101017 单独考试招生 1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戴伟豪 男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3991101011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陈纯鹏 男 安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20334711101029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李栩晟 男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5210101021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过登峰 男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5210101074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李艺霞 女 浙江三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8505101172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王永杰 男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20331632101001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江海洋 男 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 20337006101067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蓝宇杰 男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604101014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董肖奇 男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20331760101150 单独考试招生 166.8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钱鹏 男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2581101042 单独考试招生 165.6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李佳乐 男 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20334606101042 单独考试招生 165.6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林永飞 男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604101042 单独考试招生 165.6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金琪 男 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20330931101006 单独考试招生 164.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朱珂辰 男 象山县技工学校 20332205101022 单独考试招生 164.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洪飞阳 男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20332923101111 单独考试招生 164.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张辽 男 海盐县理工学校 20334101101138 单独考试招生 164.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王屹康 男 浦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20336308101037 单独考试招生 164.4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王豪 男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3124101035 单独考试招生 163.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郑啸 男 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20334606101028 单独考试招生 163.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李程柯 男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20335210101059 单独考试招生 163.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陈肖宇 男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20337404101009 单独考试招生 163.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吴冬林 男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0337604101034 单独考试招生 163.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徐志鹏 男 温岭市太平高级职业中学 20338219101032 单独考试招生 163.2 模具设计与制造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