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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教学大赛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获奖名单

（公示稿）

组别 类 别 学 校 参赛选手 奖项

公

共

一

组

公共一组(德育)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叶飞飞,唐霞,吴建雄 一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季润梅,葛中,王志钢 一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无锡立信中等专业学校 李叶,唐星页,陈震乾 一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武进中等专业学校 朱静,樊梨花,徐聪 一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铜山中等专业学校 丁向阳,胡殿均,高露 一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吴燕,彭丽莉,杨富荣 一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杨婉,胡灿明,王蕾 一等奖

公共一组(德育)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施慧娟,冯冬梅,鹿璐 二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金坛中等专业学校 许琴,张宇,钱丽华 二等奖

公共一组(德育)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姜进梅,姜汉荣,吴爱国 二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南京中华中等专业学校 卢晨晨,陈莉,张勇 二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丽萍,陈岩婷,陈卉 二等奖

公共一组(德育)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张阳,岳涛,张世铨 二等奖

公共一组(德育)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董志慧,李康,张传宇 二等奖

公共一组(德育) 江苏省江都中等专业学校 刘娟,陆春庚,田明松 二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江叶,张露,王明陶 二等奖

公共一组(公共艺术) 江苏省淮阴中等专业学校 刘晓,庄严,郝忆 二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燕,宋建飞,韩立红 二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常熟市滨江职业技术学校 屈博,徐丽萍,钱宇 二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董超,李月丽,周艳萍 二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闫小柘,刘思言,高闫刚 二等奖

公共一组(德育)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王艳,顾羽,杨倩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宜兴市和桥中等专业学校 凌云霞,方娟 三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盛瑛,韩慕佳 三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高雅,王莺 三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李晨媛,翟云虎,恽亚刚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云姣,吴海萍,高文卓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江阴中等专业学校 沈芳,符晓磊,夏冉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淮阴中等专业学校 孙探探,徐勇,汤敏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陈萍,衡玮,高峰 三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黄丽春,耿卫红,曹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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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一

组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 潘俐玲,王志生,顾周洁 三等奖

公共一组(公共艺术) 江苏省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姚星晔,甘驰 三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江苏省武进中等专业学校 朱玫蓉,曾万明,丁桂萍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东海中等专业学校 刘瑜琪,徐芹娟,董敏 三等奖

公共一组(公共艺术)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卢艳,王清涛,杨秋月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冯萍,许蓉,杜杰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盱眙中等专业学校 李舒,刘曙,李娟娟 三等奖

公共一组(德育)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培培,夏翼,潘良钰 三等奖

公共一组(语文)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浦海燕,孔秋萍 三等奖

公共一组(英语) 江苏省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徐静,孙宏兴,夏萍 三等奖

公

共

二

组

公共二组(物理)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王小峰,刘兵兵,王昕明 一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扬州文化艺术学校 姚敏,施振香,陈金国 一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史青,郭海荣,吕志攀 一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文斌,蒋曙,周烨 一等奖

公共二组(物理) 江苏省邳州中等专业学校 刘尧美,王韬,安晓倩 一等奖

公共二组(体育与健康) 江苏省武进中等专业学校 牟艳,钱琴,蒋欣初 一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李飞,胡玉鑫,陈芳 二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张明琦,颜伟,尹小平 二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孔庆荣,刘丹彬,杨艳华 二等奖

公共二组(计算机应用基础)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任荣君,刘昊,沈斌 二等奖

公共二组(物理) 宜兴市和桥中等专业学校 滕华,张黎霞,苏婷 二等奖

公共二组(体育与健康)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姜翎子,颜琳,胡伟 二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峰,徐长俊,许冬生 二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江苏省无锡立信中等专业学校 成素英,曹学成,王岑郁 二等奖

公共二组(计算机应用基础)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慧慧,周海波,顾全 二等奖

公共二组(计算机应用基础)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周吉云,王海燕,陆海峰 二等奖

公共二组(体育与健康)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唐莉莎,王达勤,王峰 二等奖

公共二组(计算机应用基础) 江苏省高邮中等专业学校 王燕妮,黄婷,杨红伟 二等奖

公共二组(物理) 启东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黄小妹,侯春雷,康爱梅 二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宋雅玲,施黎华,施向华 三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常熟高新园中等专业学校 范国峰,缪佳俊,陈杰 三等奖

公共二组(物理) 江阴市南华中等专业学校 周红丽,吴卫东,江琴 三等奖

公共二组(计算机应用基础)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喻晗,唐蒙蒙,武婷卿 三等奖

公共二组(体育与健康)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 王辉,张贤秀 三等奖

公共二组(物理)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李玲,徐雷,焦扬 三等奖

公共二组(计算机应用基础)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陈艳,李静,赵新华 三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江苏省宜兴中等专业学校 谈锋,潘玉清,郭群 三等奖

公共二组(生物) 江苏省车辐中等专业学校 宋平贵,李文芳,吴中敏 三等奖

公共二组(计算机应用基础)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戴芳,花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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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二

组

公共二组(物理) 江苏省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邹新艳,殷振环,吴珏 三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邱婷婷,杨月海,陆华勇 三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房敏,杨本会 三等奖

公共二组(物理)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邱丽,葛晓云,张波 三等奖

公共二组(化学)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王艳娟,王丽萍,张红霞 三等奖

公共二组(数学) 南通市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张栩,瞿娟,张蕾 三等奖

公共二组(化学)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朱妍,杜良行,李炜琴 三等奖

公共二组(物理)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高娅,侯春霞,茅亚红 三等奖

公共二组(化学) 江苏省洪泽中等专业学校 戴国青,林春艳,王玉敏 三等奖

专

业

一

组

专业一组(农林牧渔类)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潘雪梅,刘召华,杨梅梅 一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张静,王洋洋,王领 一等奖

专业一组(资源环境类)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尤富仪,朱倩倩,陈燕 一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无锡立信中等专业学校 赵安棋,吕嘉,郝好 二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邱溪,赵志强,师中配 二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朱飞,尹振鹤,董夙慧 二等奖

专业一组(农林牧渔类)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顾朦,吴雨琦 二等奖

专业一组(农林牧渔类)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卢冠廷,马忆君,唐辉云 二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秦杨,倪洪将,孔祥利 二等奖

专业一组(农林牧渔类)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长根,徐达勋,陈娟 三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宝应中等专业学校 向茜,朱俊,陈苏俊 三等奖

专业一组(资源环境类)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朱秋晓,唐钰,杜晓翠 三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 赵金金,高余超,李小磊 三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 周丹,蔡佳雯,吕浩 三等奖

专业一组(农林牧渔类)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徐申,王国华,黄卫华 三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姜堰中等专业学校 洪业隆,孙春扣,柳根银 三等奖

专业一组(农林牧渔类) 江苏省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陆维倩,李华芹 三等奖

专业一组(农林牧渔类)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周舟,俞传杰,张宇 三等奖

专业一组(土木水利类)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吴烨玮,孔卫春,季林飞 三等奖

专

业

二

组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无锡立信中等专业学校 徐洁,宋巍,汤宇 一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孙雪蕾,刘新,陈蓉 一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琳,沈丁琦,凌红英 一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 王昌胜,裴洪庆,朱莹 一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溧阳市天目湖中等专业学校 胡任秋,虞申网,胡捷 一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邗江中等专业学校 李冬寅,谢红菊,王诗菊 一等奖

专业二组(能源与新能源类) 江苏省灌云中等专业学校 闫利恒,赵爽,尹超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钧,王川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谢文彬,花春梅,刘苗苗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李铭秋,张恒,徐杰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婷婷,白秉旭,陈韶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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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二

组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张建霞,师辉,刘玉光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响水中等专业学校 张旭,梁武才,李志娟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如皋中等专业学校 单强,姜先锋,刘剑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代骞,朱晓莉,李众众 二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江苏省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张义新,于正伟,王磊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中等专业学校 乔丽,孙玉丽,乔梦婷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盐南中等专业学校 曹平,王益锋,张学芝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玉,武燕平,王璇 二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洪泽中等专业学校 吕甜甜,刘如松,王学吉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 朱俊梅,狄甜甜,王娟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江都中等专业学校 陈志琴,张红旗,闵娟 三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宋延华,刘晓吉,王健 三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南京新港中等专业学校 翟磊,许伟红,宋良玉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凌云,张梅梅,仲其中 三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江苏省无锡汽车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刘晓静,李永菲,励敏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吕庭庭,陈东林,祖炜 三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爱林,王亮,朱方新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常熟中等专业学校 李俊,范晓舟,陈洪飞 三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陈跃香,王召鑫,张鹏 三等奖

专业二组(能源与新能源类) 江苏省启东中等专业学校 郭丹,施娟娟,顾伟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蔡舒旻,盛希宁,刘天宋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东海中等专业学校 倪磊,王冬冬,何利东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程玮玮,陈贵州,王立志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贺大康,林涛,陈章余 三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徐州机电工程学校 汪文彬,陈丹丹,姚均飞 三等奖

专业二组(交通运输类) 江苏省东海中等专业学校 穆成瑶,朱彤彤,姚晓民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温娟,钱蕾,周刘喜 三等奖

专业二组(加工制造类) 江苏省扬中中等专业学校 顾菊军,陈钰玮,张跃 三等奖

专

业

三

组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刘海鲲,屠祥,唐亮 一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丁玲,陈潇,王彬 一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陈潇潇,侯亚云,施捷 一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周秀梅,陈佳球,芮桃明 一等奖

专业三组(石油化工类) 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 王莹,陈四海,方银娣 一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苏州市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袁枭翎,魏红,陈强 二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梁浩,姜永宝,范瑞敏 二等奖

专业三组(石油化工类)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李倩,徐娜,王露 二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盐城市高级职业学校 史敏,杨会,樊德慧 二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江苏省昆山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徐辰,赵文斌,沈国祥 二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江苏省沛县中等专业学校 任芳,徐慧珍,刘长虹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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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三

组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吴磊,曾玉祥,任勇 二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江苏省泗洪中等专业学校 李芬,孙孝江 二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响水中等专业学校 王新莉,蒋雨浓,李成亚 二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 丁佩红,徐玲琳 三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张玉冰,江帆 三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倪红,杨骏,刘超 三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宜兴市和桥中等专业学校 许丽琴,吴丽萍,马琳琳 三等奖

专业三组(石油化工类) 江苏省新沂中等专业学校 吴倩影,王思,王秀忠 三等奖

专业三组(石油化工类) 常熟市滨江职业技术学校 王月阳,吴晓波,张竹韵 三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江苏省盱眙中等专业学校 白雪君,甘建军,刘万青 三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江苏省丰县中等专业学校 闫春侠,吕国庆,冷冰 三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杨子瑕,倪倩,解太林 三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潘中英,聂玲玲,刘德利 三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江苏省惠山中等专业学校 毛静波 三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束平,周婷婷,孙蓉蓉 三等奖

专业三组(轻纺食品类) 常熟高新园中等专业学校 顾沁婷,霍恒洁 三等奖

专业三组(信息技术类) 江苏省丹徒中等专业学校 吴海燕,薛冷,王静 三等奖

专

业

四

组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薛文媛,王妍,王啸群 一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马殷春,施伟 一等奖

专业四组(司法服务) 江苏省溧阳中等专业学校 张乃予,史立,钟志锋 一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权青,刘珍玉,张洋 二等奖

专业四组(司法服务)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燕俊,高寅,朱锋 二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江苏省淮安中等专业学校 徐璨,赵熹微,陆一鸣 二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张蓓,赵伟,李新林 二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技术学校 李然,冉雪峰,冯其河 二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江苏省南通中等专业学校 沙莎,陈建明,施强 二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马荣,尹蕾,相姗汝 三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冀,钟菁,毛薇兰 三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宋姝姝,茅一娟,黄菊华 三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利娜,刘有树,邓云赟 三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丽莹,金敏,戴颖 三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文娟,徐佳,田冬芹 三等奖

专业四组（公共管理与服务类）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杨立岩,朱贵华,黄艳 三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频生,沈进城,吴晓艳 三等奖

专业四组(财经商贸类)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郭晨,周颖,成孝俊 三等奖

专

业

五

组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贾琳珊,周书文,潘俊 一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江苏省江都中等专业学校 王星辰,顾林森,王荣军 一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陆娴,周思轶,董瑞婕 一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 杜培培,张福敏,肖亮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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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五

组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王影,陈开勤,经晶 二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王雪莹,谭杨,唐顺 二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刘敏,濮元生,于振冰 二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宋丽娟,施翼麟,顾晓珊 二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郝伶,丁珏,陈璐 二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 王晓云,陆瑶,王华岭 二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范岚,邵琳琳,姚震 二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金妍,陈凡,周海波 三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孙琍,钱亚琴,谢韬 三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吕思慧,刘禹杉,陈冬云 三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孔丽萍,丛茂柠,张正宝 三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江苏省丹阳中等专业学校 刘丹,朱益湘,洪佳春 三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盐城市信息工程技术学校 陆静,顾康康,于金鑫 三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卫燕,张伟,王文龙 三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 魏笑地,杨杨,王静 三等奖

专业五组(医药卫生类)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滕济红,周广升,李春玲 三等奖

专业五组(旅游服务类)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汤海莲,曹健,许伟 三等奖

专业五组(休闲保健类) 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 张海洋,王菁,张慧智 三等奖

专

业

六

组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李广锁,周希茜,薛鸣一 一等奖

专业六组(体育与健身类) 南京市玄武中等专业学校 刘上元 一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秦海锋,成冉光,黄晨 一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徐岩,孟倩,郭法宝 二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王静艺,朱国美,王燕 二等奖

专业六组(教育类)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张华,薛晓晨,华联 二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周中璞,邹钰,赵婷婷 二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常熟高新园中等专业学校 王艺,徐敏岚,张丹 二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申福宏,郭梅,沈瑾 二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丹,车律,倪卫民 三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马继,吴海花,陈祥 三等奖

专业六组(教育类)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徐惠,汤锦宇 三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江苏省宜兴丁蜀中等专业学校 秦珍妮,陆颖,夏莉 三等奖

专业六组(教育类) 扬州旅游商贸学校 潘华靖,缪晓燕,刘琦 三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马丽,蒋婧,朱凤丽 三等奖

专业六组(文化艺术类)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周玉蓉,张劲松,高飞 三等奖

专业六组(体育与健身类)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焦均伟,陈君,汤志超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