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晓庄学院 2020 年五年一贯制“专转本”招生 

同等条件优先录取考生和政策加分考生公示 

 

 

南京晓庄学院 2020 年五年一贯制“专转本”招生政策加分考生公示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获奖情况 政策加分 

1 向圆月 女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商务英语 旅游管理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院技能大赛旅游服务类导游

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2 名） 
总分加 10 分 

2 崔传琴 女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旅游服务类酒店

服务（团体）高职组三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3 倪晓洁 女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2019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旅游服务类导游项

目高职组一等奖（总第 2 名） 
总分加 10 分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获奖情况 政策加分 

4 汪亚洲 男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智能家居安装与

维护赛项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1 名) 
总分加 10 分 

5 汪天赐 男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智能家居安装与

维护赛项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1 名） 
总分加 10 分 

6 赵旭 男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商贸分院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技术类网络

空间安全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1 名） 
总分加 10 分 

7 张震 男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商贸分院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网络搭建与应用

（团队）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 （总第 3 名)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神州数码 DCN

杯”网络搭建与应用项目一等奖(总第 8 名)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网络搭建与应用（团

队）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奖 （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8 张亦舒 男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商贸分院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网络搭建与应用

（团体）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3 名)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神州数码 DCN

杯”网络搭建与应用项目中职组一等奖（总第 8 名）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网络搭建与应用

（团体）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9 徐健琳 女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技术类网络

空间安全（团体）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2

名） 

总分加 10 分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获奖情况 政策加分 

10 冯尧顺 男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申请加分 2018年全国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技术

类网络空间安全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10

名） 

总分加 10 分 

11 韩志龙 男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申请加分 2019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技

术类网络布线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12 薛昕宇 男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申请加分 2019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技

术类网络布线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13 赵秋萌 男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申请加分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影视后

期项目高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1 名） 
总分加 10 分 

14 王亮亮 男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加工制造类单片机

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1 名） 

总分加 10 分 

15 林贵斌 男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技术类物联

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中职组一等奖（总第 2 名） 
总分加 10 分 

16 李家鹏 男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7 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技术类物联网

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1

名） 

总分加 10 分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获奖情况 政策加分 

17 唐儒 男 武进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计算机组装与维

护维修技术高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2 名） 
总分加 10 分 

18 江宇韬 男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9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信息技术类分布

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二名）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信

息技术类“瑞亚杯”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

项目中职学生组国赛一等奖（总第七名） 

总分加 10 分 

19 唐丽 女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瑞亚杯”分布式

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项目中职学生组一等奖（总

第 7 名）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分布式

光伏的装调与运维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2 名） 

总分加 10 分 

20 甘美恒 女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应用化工技术 应用化学 

2017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荣获“石油

化工类 化工生产技术团体项目 中职学生组”一等

奖（总第一名）  

总分加 10 分 

21 庄凡 女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中药制药技术 应用化学 
2019 年 1 月江苏省中药传统技能大赛高职学生组

二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22 罗静淼 女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中药制药技术 应用化学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药传统技能大

赛项目中职组一等奖（总第 2名） 
总分加 10 分 

23 王瑞楠 女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药学 应用化学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工业分析与检验

项目高职组二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获奖情况 政策加分 

24 谢怡 女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类平面

设计项目高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2 名） 
总分加 10 分 

25 沈佳怡 女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艺术类环境

设计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26 于子函 女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数字影音后期制

作技术高职学生组一等奖（总第 3 名） 
总分加 10 分 

 

  



南京晓庄学院 2020 年五年一贯制“专转本”招生同等条件优先录取考生公示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免试原因 优先录取 

1 赵月 女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2017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旅游

服务类酒店服务（餐厅服务+客房服务）

项目中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10 名） 

同分优录 

2 耿庆涵 女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商贸分院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旅游

服务类酒店服务中职组二等奖（总第 9

名） 

同分优录 

3 刘震灵 女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旅游

服务类导游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

第 4 名） 

同分优录 

4 梁馨 女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旅游

服务类导游项目高职组二等奖（总第 5

名） 

同分优录 

5 潘亚婷 女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2019 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导游服务项目一等奖（总第 10名） 
同分优录 

6 江雅倩 女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9 年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HTML5 交互融媒体内容设计与制作项

目高职学生组三等奖（总第 10名） 

同分优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免试原因 优先录取 

7 胡小龙 男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软件工程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智能

家居与维护项目高职组三等奖（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8 马宇杰 男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学技能大赛动画

片制作项目高职学生组省级比赛二等

奖（总第 5 名） 

同分优录 

9 陆羿辰 男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软件工程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信息技

术类网络空间安全项目中职学生组二

等奖(总第 24 名) 2018 年江苏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网络空间安全项目中职

组二等奖（总第 5 名） 

同分优录 

10 吕佳鑫 男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软件技术 软件工程 

2017 年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物联网技术

应用与维护项目中职学生组国赛二等

奖 2018 年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物联网

技术应用与维护项目中职学生组省赛

二等奖（总第 4 名）、国赛二等奖 

同分优录 

11 周迅 男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立信分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分布

式光伏装调与运维（团体）高职学生组

三等奖（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12 芮健辉 男 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单片

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项目高职学生

组三等奖（总第 7 名） 

同分优录 

13 李歆怡 女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学校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7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信息

技术类 通信与控制系统（高铁）集成

与维护团体项目中职学生组三等奖（总

第 6 名） 

同分优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免试原因 优先录取 

14 朱子豪 男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电子

电路装调与应用高职学生组三等奖(总

第 7 名) 

同分优录 

15 王毅超 男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电子

产品装配与调试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

奖（总第 8 名） 

同分优录 

16 曹洲 男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单片

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项目高职组学

生组三等奖（总第 8 名） 

同分优录 

17 陆灵杰 男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交通

运输类车身修复项目高职学生组三等

奖(总第 8 名) 

同分优录 

18 吕进贤 女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药品经营与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压片

类高职学生组三等奖（总第 9名） 
同分优录 

19 张靖 女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药品经营与管理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药

传统技能组中职学生组三等奖（总第 8

名） 

同分优录 

20 冯淋崎 女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园林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 年在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艺术插花项目比赛中获得二等奖（总

第 10 名） 

同分优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免试原因 优先录取 

21 薄鑫 女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药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药物

制剂压片技术高职学生组三等奖(总第

10 名) 

同分优录 

22 杨珍 女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中药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医药

卫生类中药传统技能项目高职学生组

二等奖（总第 4 名） 

同分优录 

23 王祥亨 男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烹调工艺与营养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旅游

服务类中餐高职组二等奖（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24 张旭然 女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药品生产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医药

卫生类中药传统技能项目高职学生组

二等奖（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25 马志祥 男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地理信息科学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土木

水利类工程测量项目中职学生组二等

奖（总第 5 名） 

同分优录 

26 谭文怡 女 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药品生产技术 应用化学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医药

卫生类药物制剂压片技术项目高职学

生组三等奖（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27 郭春雪 女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药品生产技术 应用化学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医药

卫生类中药传统技能项目高职组学生

组三等奖（总第 10 名） 

同分优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免试原因 优先录取 

28 林茜 女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药品生产技术 应用化学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医药

卫生类中药传统技能项目高职学生组

三等奖(第 9 名） 

同分优录 

29 王璇 女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药品经营与管理 应用化学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药物

制剂压片技术组中职学生组二等奖（总

第 5 名） 

同分优录 

30 施凤天 女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中药制药技术 应用化学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中药

传统技能类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5

名。 

同分优录 

31 何蕊 女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告设计与制作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 1 月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平面设计高职组三等奖(总第 10 名) 
同分优录 

32 周叶 女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告设计与制作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

艺术类环境设计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

奖（总第 4 名） 

同分优录 

33 张欢 男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

艺术类艺术设计（平面）项目中职学生

组二等奖（总第 10 名） 

同分优录 

34 刘苏阳 女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

艺术类环境设计项目高职学生组三等

奖（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推荐院校 所学专业 报考专业 免试原因 优先录取 

35 赵晗晗 女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

艺术类艺术设计（平面）项目高中职学

生组二等奖（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36 周若楠 女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告设计与制作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

艺术类平面设计项目高职学生组三等

奖（总第 8 名） 

同分优录 

37 张紫薇 女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告设计与制作 视觉传达设计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文化

艺术类 艺术设计（环艺）中职组 二等

奖 第四名 

同分优录 

38 贾鸿蝶 女 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人物形象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休闲

保健类美发项目二等奖（总第 4 名） 
同分优录 

39 俞翰辰 男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平面

设计项目高职学生组二等奖（总第 5

名）(报名系统中学校说明获奖证书丢

失，有学校说明材料) 

同分优录 

40 卢木子 女 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艺术

类平面设计项目高职学生组三等奖（总

第 9 名） 

同分优录 

41 钱禧悦 女 宜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2019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数字

影音后期制作技术高职学生组二等奖

（总第 6 名） 

同分优录 

 



公示时间：2020 年 6 月 18 日－2020 年 6 月 22 日 

如对上述同等条件优先录取考生和政策加分考生的加分资格有异议，请在 6月 18日－6月 22日内，

向南京晓庄学院招生与就业工作处反映情况。 

公示结束后如未接到相关举报，我校将按照同等条件优先录取和政策加分录取的政策进行 2020 年五

年一贯制“专转本”招生专业的录取工作，录取名单上报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审核后公布录

取结果。 

举报受理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招生与就业工作处 

举报受理电话：025－86178290  025－86178292 

 

 

 

南京晓庄学院   

2020 年 6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