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2023届浙江省优秀毕业生拟推荐名单（共145名）

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性别 学历 生源地 政治面貌

1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葛泽川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 中共预备党员

2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詹佳龙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中共预备党员

3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姜文泽 男 专科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 中共预备党员

4 机电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刘世杰 男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 共青团员

5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马嘉辉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中共预备党员

6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金浩然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 中共预备党员

7 机电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吴庭威 男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中共预备党员

8 机电工程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叶秀琴 女 专科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 中共预备党员

9 机电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柴煜煬 男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中共预备党员

10 机电工程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金宇琦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中共预备党员

11 机电工程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胡清義 男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中共预备党员

12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林春燕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中共预备党员

13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洪曹珂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 中共预备党员

14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倪祎凯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中共预备党员

15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陈耀辉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中共预备党员

16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汪燕军 男 专科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 中共预备党员

17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江康峰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 共青团员

18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陈湛文 男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中共预备党员

19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胡子豪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中共预备党员

20 机电工程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郑博文 男 专科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群众

21 机电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周宇轩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 共青团员

22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李丰帆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群众

23 机电工程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管锦帆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共青团员

24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佘鑫康 男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中共预备党员

25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顾逸烽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共青团员

26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王靖宇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共青团员

27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杨黛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共青团员

28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易飞洋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群众

29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计思佳 女 专科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 共青团员

30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张玛利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共青团员

31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干逸轩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 共青团员

32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动漫制作技术 林焱垚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 共青团员

33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陈立鹏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 中共预备党员

34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尹文静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 共青团员

35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鲍彬豪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 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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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王家羲 男 专科 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 群众

37 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辛天乐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共青团员

38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李成龙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中共预备党员

39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陈伟瑞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 群众

40 建筑工程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胡杰波 男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中共预备党员

41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毛浴潮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 共青团员

42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杨宇涛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中共预备党员

43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茹震翔 男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共青团员

44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曹乐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中共预备党员

45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李佳扬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 中共预备党员

46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雷蕾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 共青团员

47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冯思若 女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 中共预备党员

48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夏董慧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中共预备党员

49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许可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共青团员

50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金柳滨 男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 中共预备党员

51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余心怡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 共青团员

52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何婉琳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群众

53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护理 冯琦航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中共党员

54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护理 唐瑞雅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 共青团员

55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护理 潘振涛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 共青团员

56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护理 景佳慧 女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共青团员

57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护理 林馀霆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共青团员

58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沈跃祥 男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共青团员

59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林雨欣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共青团员

60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俞康慧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共青团员

61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徐菲 女 专科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 共青团员

62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潘思琪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 共青团员

63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李梦瑶 女 专科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 共青团员

64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樊豫川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共青团员

65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生产技术 陈依婷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共青团员

66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冯朕通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 共青团员

67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林梓乾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共青团员

68 医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药品经营与管理 凌杰 男 专科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 共青团员

69 管理学院 大数据与会计 童碧如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共青团员

70 管理学院 会计 张婷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 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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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管理学院 会计 孙鑫 女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共青团员

72 管理学院 会计 严家辉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 共青团员

73 管理学院 会计 沈莹棋 女 专科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 共青团员

74 管理学院 会计 吴浔 男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 共青团员

75 管理学院 会计 张颖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共青团员

76 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裴瀛瀛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 共青团员

77 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唐晨 女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 共青团员

78 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王一丹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共青团员

79 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楼春燕 女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 共青团员

80 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王思琪 女 专科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共青团员

81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陈棋峰 男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共青团员

82 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巧媛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共青团员

83 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王芳静 女 专科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共青团员

84 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应雅南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共青团员

85 管理学院 金融管理 吴琳达 女 专科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 共青团员

86 管理学院 金融管理 曹丽莎 女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 共青团员

87 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莫亦白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 群众

88 管理学院 社区管理与服务 李坚 男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共青团员

89 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陶乐瑶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 共青团员

90 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管杉杉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 共青团员

91 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李倩莹 女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 共青团员

92 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黄清波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 中共预备党员

93 经贸学院 国际贸易实务 严锦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共青团员

94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张苗苗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共青团员

95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周可儿 女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共青团员

96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吴锡城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 共青团员

97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楼梦倩 女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 共青团员

98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林艺苗 女 专科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共青团员

99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王伊琳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 共青团员

100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陈雅勤 女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 共青团员

101 经贸学院 商务英语 赵琳燕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共青团员

102 经贸学院 电子商务 赵晨好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共青团员

103 经贸学院 电子商务 廖洪道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 共青团员

104 经贸学院 市场营销 冯文慧 女 专科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 共青团员

105 经贸学院 市场营销 廖陈澍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 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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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经贸学院 电子商务 童雨瑶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群众

107 汽车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季可欣 女 专科 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 共青团员

108 汽车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沈窈君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中共预备党员

109 汽车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冯琦 女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 中共预备党员

110 汽车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王嘉豪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 中共预备党员

111 汽车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万恒铭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中共预备党员

112 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许皓琛 男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群众

113 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张佳锋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 中共预备党员

114 汽车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严松涛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中共预备党员

115 汽车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陈飞宇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 共青团员

116 汽车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包羽佳 女 专科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共青团员

117 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王宇轩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中共预备党员

118 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李铁林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中共预备党员

119 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严航兵 女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 中共预备党员

120 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邹仕杰 男 专科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 共青团员

121 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聂宇豪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中共预备党员

122 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胡俊林 男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中共预备党员

123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林恒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群众

124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施安青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群众

125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郭引 男 专科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 中共预备党员

126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王程序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中共预备党员

127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邵金龙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 中共预备党员

128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翁庆雷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 中共预备党员

129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王利凯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 共青团员

130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李良鹏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 共青团员

131 玉环分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李金铭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 群众

132 玉环分院 数控技术 杨启斌 男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 中共预备党员

133 玉环分院 数控技术 陆阳阳 男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 中共预备党员

134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任旻昊 男 专科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中共预备党员

135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张欣 女 专科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 中共预备党员

136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胡凯弦 女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 中共预备党员

137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沈天驰 男 专科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 共青团员

138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余江波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 中共预备党员

139 艺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何连杰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 中共预备党员

140 艺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顾成成 女 专科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 中共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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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3届浙江省优秀毕业生拟推荐名单（共145名）

序号 学院 专业 姓名 性别 学历 生源地 政治面貌

141 艺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王静 女 专科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中共预备党员

142 艺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杨佳怡 女 专科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中共预备党员

143 艺术学院 产品艺术设计 季绿椰 女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 中共预备党员

144 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单伟杰 男 专科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 中共预备党员

145 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孙依依 女 专科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 中共预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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