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赛项名称 参赛院校 选手姓名 指导教师 成绩

1 汽车营销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蔡童、贾小倩 江友农、叶飞 93.07

2 汽车营销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旭、潘俊杰 周杰、周凤胜 62.47

3 汽车营销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彭珍珠、孙倩茹 邢磊、石丽娟 95.06

4 汽车营销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耿飞、郑美玲 斯炎、马海珍 92.69

5 汽车营销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洪璐、王川 王俊、朱世竞 52.50

6 汽车营销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杨凯亮、张琴 张燕、韩玉龙 94.65

7 汽车营销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陈茜茜、李静 傅军、张莉 93.73

8 汽车营销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念祖、卢紫薇 王云霞、洪诚 92.49

9 汽车营销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梁迎春、王旺 相象文、廖晓丽 90.59

10 汽车营销 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罗丹、杨传益 章军、程妤 86.35

11 汽车营销 安徽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任雅丽、王宁宁 何健、江正伟 90.28

12 汽车营销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冯丽丽、郑子梦 王光跃、何丹 96.04

13 汽车营销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方芳、姚春霞 郭微、郑鑫 91.68

14 汽车营销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金玉玮、左真伟 姚道如、汪功明 90.22

15 汽车营销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张圣、朱蓉蓉 朱婧、卢灵丽 79.37

16 汽车营销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钱丽丽、张云雷 赵晓彬、李陶胜 88.26

17 汽车营销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雪、钱赛赛 陈慧、张冬侠 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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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汽车营销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胡业坤、汪翔 张存宏、何自清 79.85

19 汽车营销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乐萍、施佳康 杨靖、杨诚 80.54

20 汽车营销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包家维、陈园 王欢欢、黄东宇 90.50

21 汽车营销 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黄杰、祝婕 胡卫军、梁兵 86.99

22 汽车营销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孟梅、夏鑫 朱飞、伍东升 91.01

23 汽车营销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王连恩、张启晨 李柯、李萌 51.67

24 汽车营销 徽商职业学院 李凯、孙清莲 贾屿、谷磊 84.56

25 汽车营销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申静静、袁婷婷 徐晶晶、沈雪琪 91.18

26 汽车营销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余婷婷、张福成 尹爱勇、顾薇 90.92

27 汽车营销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任时康、孙莉莉 杨清松、杨猛 42.46

28 汽车营销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曹练练、王圣婷 柯国琴、郭文举 91.76

29 汽车营销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任迪迪、朱慧丽 夏青松、王玉侠

30 汽车营销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李苗苗、吴小璇 程发龙、胡李勇 53.67

31 会计技能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刘玉、沈魏、张玉芹、周莹 张露、贺之梦 678.08

32 会计技能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李雪、刘姝、杨聪敏、张毛媛 李晔洁、刘艳 392.73

33 会计技能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君、张童童、赵星月、周璐 谈先球、夏冰 560.86

34 会计技能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单磊、樊嘉诚、汲欢欢、陶冶 刘向荣、张向红 4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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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会计技能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但孝云、李娜、马珊、周晨阳 舒文存、侯宝亮 710.30

36 会计技能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宋娟、汪文华、吴曈、张昌慧 余畅、高亚 532.22

37 会计技能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晓燕、潘文强、璩币币、张燕 金媛媛、汪平 268.04

38 会计技能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郭坤、李梦君、李爽、吕昊昊 彭文虎、郑秀琴

39 会计技能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凡祖琴、胡雪梅、李春影、邱亚欠 曾亚坤、陈泽玉 640.47

40 会计技能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李娜、杨小慧、张沪云、张丽娟 程竞、章拓华 661.84

41 会计技能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杜要要、刘阿红、王悦、张瑞君 杨小娟、陶云 418.09

42 会计技能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方蕊、胡围、李惠、王婉秋 郑天佑、韩素兰 478.56

43 会计技能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胡玉洁、马明菊、肖宇、赵佳明 杨鸿艳、尹瑜 276.35

44 会计技能 安徽旅游职业学院 陈磊、武南、何宇、王丽 王灿、吴群

45 会计技能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花瑞君、刘梦婷、王青、杨志丹 曹玉敏、何良启 751.34

46 会计技能 安徽涉外经济职业学院 洪家璐、钱璐璐、徐翔宇、余昕 黄晶晶、张清 357.82

47 会计技能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曹学芳、卢纯青、王云、张红 徐庆林、费兰玲 470.73

48 会计技能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车寒祥、沐蓝、魏园园、聂磊 叶武、汪允文 313.93

49 会计技能 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董路云、刘荣荣、汪丹丹、张懿轩 刘雪雁 393.19

50 会计技能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陈春梅、施亚慧、束宝霞、郑小非 朱琴、何方 309.12

51 会计技能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程帆、贡金芝、王慧、张道瑞 陈炎、孔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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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会计技能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李旺梅、凌微、王苗苗、熊光飞 胡良华、马亚平 481.80

53 会计技能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陈秀秀、施雪梅、徐璐璐、张华倩 陈菁、袁礼 563.51

54 会计技能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陈曦、胡小玲、贾聪聪、邵慧 查金莲、余瑰 445.39

55 会计技能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楚文娟、谭承承、应淑娴、周琴 杨保良、孟楠 478.78

56 会计技能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董书丹、胡萍、张佳情、张忠婷 许璟旻、卞平原 304.29

57 会计技能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杜永梅、李芳、王峥、吴盼 赵进、陈晓鸣 435.13

58 会计技能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吴子萍、徐雪侠、张梦娇、张小燕 黄斌、蒋昌勤 474.22

59 会计技能 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李娜、秦溱、肖盼盼、徐克 王标

60 会计技能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黄圣杰、陆雨路、路士倩、王君 龙泽汇、杨琛 572.66

61 会计技能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付甜甜、孙昌莲、孙昌美、张圆圆 樊信用、许婷婷

62 会计技能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鲍瑞、江帆、徐梦捷、朱亚琴 高云、曹永年 396.10

63 会计技能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苏成成、王琳、张迎、朱俊蓉 刘儒、张莉 528.16

64 会计技能 淮南联合大学 郝阳阳、杨晓东、尹恩惠、祝明 李飞凤、丁美芹 433.58

65 会计技能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陈秒、崔若歌、平莎莎、乔晨莹 胡宗标、董恒英 582.11

66 会计技能 徽商职业学院 侯天宇、胡水霞、孙宁宁、吴帆 秦常娥、方敏 677.39

67 会计技能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范亚敏、刘倩倩、刘文娟、台莹莹 何小琼、杜静 260.64

68 会计技能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刘瑜、宋健、陶赵诣、赵素珍 林海燕、方晓成 4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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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会计技能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董理、魏光侠、张丽、郑玉林 王芳、王信平 479.50

70 会计技能 万博科技职业学院 蒋纯玲、徐洪美、杨瑞、俞涵 李敏、江新华 164.81

71 会计技能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杭莲、任秀秀、邵娜、张颖 方静、徐文静 302.70

72 会计技能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曹雨晴、程冬明、段雨、赵佳丽 王晓庆、王海芳 230.97

73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戴磊、李卫东、汪强 陆慧、耿家礼 288.00

74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徐芳、郑天任、周亮 朱晓彦、王庆宇 485.00

75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戴亚、卢雪、陆旭 雷惊鹏、蔡正保 622.00

76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蒋珍珍、裴健、汪佩莹 徐辉、司均飞 405.00

77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王利东、梅书豪、王浩哲 徐俊梅、吴艺妮

78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黄秋豪、孙雪冰、邹文 黄飞、朱建帮 969.00

79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白俊虎、郭飞、王海 朱俊、王伟 492.00

80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李承承、罗家强、朱金涛 孙玉、胡春雷 522.00

81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金世露、王淑芳、张亮亮 朱昊、黄赟 408.00

82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陈慧、姚宗山、翟连帮 王奇志、陈小祥 199.00

83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方志鹏、李永乐、施磊 高良诚、刘杰 433.00

84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刘阳、吴晨、赵帅 葛伟伦、房丙午 62.30

85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旭、王建军、朱建宇 孙涛、王锦 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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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马永健、盛建宏、吴迪迪 茹兴旺、徐颖颖 80.50

87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戴平、魏圆圆、叶伟 郑辉、王金炎 69.00

88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陈明明、刘霖、周博文 周创、颜世波 59.40

89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王化刚、王欣、王旭东 杨辉军、蔡政策 54.80

90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鲍鑫、李志强、夏慧敏 张林静、郭标 35.90

91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绿海商务职业学院 汪晨、于祥、林家华 徐俊梅、吴艺妮

92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付影利、汪建国、余海城 芮坤坤、汤义好 93.40

93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戴韧、冯军光、周成超 朱俊、何永太 44.90

94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曹玭、汪玮、肖洒 李京文、张磊 63.90

95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方方超、吴启、徐萌萌 陈富汉、邹莉萍 65.70

96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淮南联合大学 董端文、纪赫彬、唐振宁 张洪胜、胡舜良

97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周广飞、张为为、周志凡 陈功平、王红

98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陈敏、刘凡、夏浩源 张涛、査艳 79.20

99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单凌峰、汪国梁、魏齐 殷佳庭、欧坤 51.00

100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陈邦鑫、赵文富 王璐 74.21

101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胡隆辉、徐鹏 应莉、沈杨 72.92

102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郭亚丽、龙伟 王飒、刘广军 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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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姜如意、蒋乐 惠惠、刘妍 77.35

104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王后倩、张飞龙 瞿晨、张乐 90.57

105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曹茗柯、夏俊岚 许振中、周玉凤 82.57

106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涛、杨涛 程瑞、魏欢 65.85

107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葛贤凡、章建国 程瑞、魏欢 65.35

108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泽胜、周德培 刘东亮、孙晓梅 63.14

109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谢广伟、许超 刘东亮、孙晓梅

110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王凡、王紫薇 郑凯、丁茜 62.53

111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杜晖、李健 陈代、蔡晓骝 90.64

112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汤星辰、吴婷婷 陈代、李菲 83.92

113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魏浩峰、张长江 陈旺、李菲 83.64

114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涛、余小乐 何炜 60.00

115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彤、施其强 许娟、张鑫 64.42

116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付晓婕、赵丹丹 许娟、张鑫 63.00

117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齐雅婷、谢翠萍 程志永、王艳 93.71

118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少群、芮婷 曾先国、杨兴胜 93.07

119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李佳璐、杨俊玲 周文娟、张莉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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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朋宇鹏、任真真 卞修奎、仇多荣 84.14

121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点晴、刘玲 胡慨、杨浩 83.28

122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倪鹏、孙金响 汪华胜、卞修奎 81.71

123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陈幸、任爱莉 崔金敏、高飞 83.14

124 园林景观设计 安徽中澳科技职业学院 郭蒙、叶红玲 张箐、高飞 67.46

125 园林景观设计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胡珂、朱贵子 曹青、夏莹 83.00

126 园林景观设计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林晓钰、马碧颖 唐长贞、徐基艳 75.35

127 园林景观设计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赵寅、朱志诚 唐长贞、程子华 73.71

128 园林景观设计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董星宇、马啸天 王博文、孙凯

129 园林景观设计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丁苗苗、何慧慧 文萍芳、戴启培 75.78

130 园林景观设计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严、杨琦琦 徐宁、文萍芳

131 园林景观设计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玲玲、薛天名 汤士勇、薛正帅 76.00

132 园林景观设计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朋、张磊 汤士勇、李晨 75.64

133 园林景观设计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汤文波、汤文涛 黄瑞、白琼 60.07

134 园林景观设计 合肥滨湖职业技术学院 孟沈、孙红艳 钟韵梅、唐婧

135 园林景观设计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方圆、郭刘洋 孙俊、马文霆 75.00

136 园林景观设计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黄强、周祥祥 孙俊、马文霆 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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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园林景观设计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李多婷、杨慧 夏洁颖、伍拾零 62.85

138 园林景观设计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汪秋月、吴文慧 周逢旭、闫小满 81.35

139 园林景观设计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贾雯君、李肖肖 赵弼皇、高源 74.14

140 园林景观设计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代志茹、许洁洁 高静静、孟庆永 72.42

141 园林景观设计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高龙飞、王耀宗 孙大志、陈墨 65.39

142 园林景观设计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李臣、刘文慧 贺雅娟、高云 64.64

143 园林景观设计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梁晓凤、沈晓红 姚勇强、贺雅娟 64.14

144 园林景观设计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沈秀丽、章海祥 任启闯、王方芳 71.42

145 园林景观设计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 余颖、张棉 任启闯、王方芳 62.57

146 园林景观设计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沈乐、孙昊杰 刘娴、轩德军 83.14

147 园林景观设计 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武文智、赵煜 沈婷、夏弘睿 75.00

148 园林景观设计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孙标、吴张军 汪玉、孙星 66.14

149 园林景观设计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王迪连、夏春 孙星、何燕 64.00

150 园林景观设计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刘振东、周文静 王静、闻治江 90.42

151 园林景观设计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苏萌萌、赵俊 陶冶、李晓莲 84.71

152 园林景观设计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程杰、韩啸林 刘光磊、陈晨 62.32

153 园林景观设计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管彪、胡娟 张智勇、江国华 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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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园林景观设计 宣城职业技术学院 张帅、周永玉 张智勇、江国华 72.35

说明：成绩栏空白的表示该参赛队未参加比赛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比赛无有效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