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高校

2019届优秀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名片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陈晓英 性别 女 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源地 福建莆田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 校级学习三等奖学金；2016/2017 校级学习三等

奖学金、校级优秀团员；2017/2018 校级学习二等奖学金、

校级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3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跑步，运动

求职意向
质检、环评、技术管理、化工工艺工程师 （工作地点为浙

江省以及厦门、福州等）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贾玉寒 性别 女 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生源地 河北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年 荣获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平面组浙江

省二等奖、国家级优秀奖；2016~2017学年 荣获浙江工业

大学第十五届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平面组三等奖 ；3

次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荣获校级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绘画、摄影、音乐

求职意向 平面设计师、包装设计师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陈耀清 性别 男 专业 机械工程

生源地 福建龙岩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

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年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学习单项三等奖学金；

2017年 获院级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2016年 获院级十

佳歌手

爱好特长 阅读、旅游、唱歌、打篮球

求职意向 机电工程师、项目工程师、销售工程师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雷王敏 性别 女 专业 药物制剂

生源地 丽水景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 校学习奖学金二等奖，四级568，六级567，Fly

杯英语演讲一等奖；2016-2017 校优秀团员， “知行杯”

一等奖；2017-2018 校优秀团员，雅思6.5 ，英语专业八级

爱好特长 看书、旅游、游泳、骑行

求职意向 报考华东理工大学药学研究生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陆婷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工程

生源地 浙江淳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优秀团干称号，获得省物理

竞赛三等奖；2017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优秀团干称号；

2018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运动、电子游戏、音乐、阅读

求职意向
环境环保、贸易业务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林俊洪 性别 男 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河南信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研究生

获奖情况

研究生：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院优秀党员，院优秀团

干等。 本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优秀毕业

生，校三好学生，校一等奖学金等

爱好特长 读书

求职意向
环保研发及公共服务类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陆叶萍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8 连续3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及校三等奖学金；

2015 校“FLY杯”新生英语演讲比赛专业团体组一等奖；

2016 校“运河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院级优秀奖；

爱好特长 演讲、话剧表演等

求职意向 从事外贸行业业务员岗位或销售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孙艳燕 办公电话：88320975

姓名 姚瑜 性别 女 专业 自动化

生源地 甘肃秦安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书法，跑步

求职意向

有意求职程序员方向，从事图像处理，计算机软件开发测

试等工作，或是产品设计方向，进行硬件设计，单片机开

发相应的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陈老师 办公电话：0579-82298617

姓名 李思婷 性别 女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广西贵港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三好学生；

2017-2018学年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三好学生，大学英

语六级，普通话二级甲，浙江省计算机二级

爱好特长 阅读，运动，旅游

求职意向 企业法务；各类行政管理岗

学校名称：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曾老师 办公电话：0579-82298897

姓名 张箭健 性别 女 专业 材料物理（全英）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①外观专利“一种光催化分解油烟的光导结构” ②全国大

学英语四级考试合格证书 ③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二级

乙等 ④浙江师范大学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科研第十

九期立项课题结题证书

爱好特长 阅读、运动，科研

求职意向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人员、教育机构科学实验教师、高中物

理教师、初中科学教师



学校名称：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程老师 办公电话：0579-82282975

姓名
钱时锦

性别
女

专业
生物技术（全英

文）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016-2018 2次获校优

秀学生三等奖学金；2017-2019 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绘画；写作；英语

求职意向 中学生物老师；企业

学校名称：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许老师 办公电话：0579-82282980

姓名 程樟顺 性别 男 专业 机电技术教育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2017 学业优秀单项奖学金，志愿者行动先进个人 ，

院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干

部称号；2017-2018 院优秀学生干部，“菲仕奖学金”

爱好特长 听音乐、象棋、钓鱼

求职意向
从事教育工作或者企业机电工程师



学校名称：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许老师 办公电话：0579-82282645

姓名 李辉 性别 男 专业 学前教育学

生源地 安徽合肥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获奖情况

1.“2017年全国幼儿园游戏研讨会”征文一等奖

2.2018年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年会征文三等奖，在《早期

教育》和《幼教金刊》发表论文两篇

3.两次荣获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4.2018年荣获浙江师范大学金宇助学金

爱好特长 羽毛球、钢琴

求职意向 学前教育专业类的高校教师、政府工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

学校名称：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许老师 办公电话：0579-82282645

姓名 商甜波 性别 女 专业 有机化学

生源地 浙江嵊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获奖情况

2015年 “东华科技—三井化学”杯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
赛一等奖，浙江省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一等奖及最佳团队
合作奖，院十佳大学生； 2016年 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丽
水学院优秀共产党员，国家奖学金（两次）；2017年 浙江
师范大学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校优秀研究生干部

爱好特长 篮球

求职意向 高校辅导员或实验员，制药公司，初高中教师



学校名称：宁波大学 联系人：徐晓宇 办公电话：0574-87600228

姓名 万娟 性别 女 专业 高等教育学

生源地 河南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获奖情况

1.2018年研究生校一等学业奖学金；2.2016年度优秀实习

生；3.2017年在《宁波大学学报》发表论文。4.在《煤炭高

等教育》发表论文

爱好特长 看书写作、摄影、打羽毛球

求职意向
教育类或新闻媒体相关行业，行政人员、助理、编辑等

学校名称：宁波大学 联系人：徐晓宇 办公电话：0574-87600228

姓名 汪佳瑜 性别 女 专业 经济学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1.荣获省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2.

在《上海环境科学》和《科技管理》上发表论文；3.获得浙

江省统计调查大赛三等奖，省级新苗项目立项并结题；4.

浙江省高等数学竞赛二等奖，宁波市邮缘杯二等奖；浙江

省证券投资大赛三等奖 4.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干部；获得校

优秀毕业生称号。

爱好特长 打乒乓，爬山。

求职意向 经济金融管理相关均可。



学校名称：宁波大学 联系人：徐晓宇 办公电话：0574-87600228

姓名 周曼青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贸易学

生源地 安徽阜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研究生

获奖情况

2016年 获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2017年 获研究生

一等奖学金，获浙江省国际贸易年会优秀成果三等奖；2018

年 获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且已结题，获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获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获校级优秀毕业生

爱好特长 阅读、爬山

求职意向 高校辅导员/公务员

学校名称：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办公电话：86843037

姓名 施仔露 性别 女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江西萍乡
政治

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获学习优秀奖学金、“社会活动积极分子”荣誉

称号、“优秀干事”荣誉称号

2017年：获“优秀交通安全志愿者”荣誉称号

2018年：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学习进步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打羽毛球

求职意向 法务或者律师助理



学校名称：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办公电话：86843037

姓名 陈露 性别 女 专业 工业设计

生源地 江西吉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省政府奖学金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 优秀学生一等奖

学金2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1次； 三好学生3次；优秀班

级干部2次。

爱好特长 爱好艺术电影及音乐

求职意向 产品设计相关、交互设计及用户研究相关

学校名称：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办公电话：86843037

姓名 彭超男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湖南常德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自强自立

奖学金；2017年第十四届财会信息化大赛省级三等奖、浙

江省微积分大赛一等奖；2017年校“互联网+”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慢跑、阅读、乒乓球

求职意向
财务助理、审计助理等相关职业



学校名称：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办公电话：86843037

姓名 骈霓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生源地 江苏淮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学年获得校二等奖学金；2016-2017学年获得校三

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2018学年获得校二等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写作，新媒体

求职意向
策划，文员，教学相关从事者。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张强 办公电话：0571—28877585

姓名 蔺孟婷 性别 女 专业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云南省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年度浙江省政府奖学金；2018年浙江省大学生环

保科普行优秀志愿者；2017年度浙江工商大学暑期社会实践

先进个人；2016-2017 年学生党员建设中心组织部主任。

爱好特长 羽毛球 跑步

求职意向 与本专业相关的工程招投标或管理类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张强 办公电话：0571—28877585

姓名 殷钥 性别 女 专业 动画

生源地 江苏宿迁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级大学生摄影比赛非专业组纪实类三等奖；校第二十

四届心理卫生宣传月活动“爱自己”主题视频大赛 三等奖；

2016年 能力突出奖学金；2017年 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赛

三等奖，校优秀团员，院学生干部考核优秀；2017-2018学

年 获得普通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绘画、摄影

求职意向 插画设计、视频剪辑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张强 办公电话：0571—28877585

姓名 葛丽莉 性别 女 专业 通信工程

生源地 安徽六安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 获浙江工商大学校综合三等奖学金，连续两年获

国家励志奖学金，获浙江省物理创新竞赛省二等奖，获浙江

省高等数学竞赛省一等奖，获第五届“大唐杯”移动通信浙

江省赛区三等奖

爱好特长 读书、运动

求职意向 电子通信领域设计研发，软件的运维等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张强 办公电话：0571—28877585

姓名 赵庆招 性别 男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云南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浙江工商大学第二届“英语嘉年华”舞台剧一等奖；院汉

语演讲大赛一等奖；汉语经典诵读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篮球、运营自媒体、读书写文

求职意向
外贸公司、外资企业、国企、优质英语培训机构等等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张强 办公电话：0571—28877585

姓名 王茵薇 性别 女 专业 金融学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 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优秀团员；2017 省

政府奖学金，浙江省证券投资竞赛量化组（1/4）二等级

爱好特长 阅读、书法

求职意向 事业单位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张强 办公电话：0571—28877585

姓名 袁杰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湖北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学年 校综合三等奖学金 ；2016-2019 3次获得国

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骑行、阅读

求职意向 电商运营

学校名称：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办公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陈璐 性别 女 专业 安全工程专业

生源地 浙江建德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优秀学生一等奖1次、二等奖4次、三等奖1次、学业奖学

金2次 2、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二等奖 3、国际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4、软件著作权1项

爱好特长 office ，数据分析软件

求职意向
质量员、安全员、行政助理、审计助理、助理分析员、

风险咨询（risk advisory）



学校名称： 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办公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劳梦 性别 女 专业 生物技术

生源地 广西钦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奖学金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校

研究与创新奖学金，校社会工作奖学金，校学业奖学金；

课外科技类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竞赛二等奖，浙江省第

九届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一等奖，浙江省第八届生命科学

竞赛并荣获三等奖；课外实践类 院“中国梦”党史知识竞赛

团体二等奖、院第七届心理情景剧剧本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爱好特长 排球

求职意向 生物技术/药物研发类、教育类

学校名称：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办公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宋香华 性别 女 专业 材料化学

生源地 河北保定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次，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2 次，校

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2 次，三好学生称号 2 次，优秀学生

干部称号 1 次，社会工作奖学金 1 次。大学英语四级

（CET-4），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普通话二级甲通过全国

计算机二级考试。

爱好特长 下棋，爬山，羽毛球

求职意向 材料领域相关研发工作



学校名称： 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办公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孙梁钿 性别 男 专业 标准化工程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1次；校优秀学

生奖学金一等奖3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学业奖学金

2次；校级三好学生4次。

爱好特长 阅读、书法

求职意向 质量管理、标准化工程师等标准化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中医药大学 联系人：陈昱宁 办公电话0571-86633180

姓名 陈黎旭 性别 女 专业 临床医学

生源地 湖南永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年 数模苏北联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浙江赛区三等奖；2018年 浙江中医药大学三等奖，国家

励志奖学金；三级论文：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治疗不

孕不育的临床疗效 专利：一种内窥镜的清洗设备

爱好特长 阅读，画画

求职意向
临床医生或辅助科室



学校名称：浙江中医药大学 联系人：陈昱宁 办公电话0571-86633180

姓名 赵林叶 性别 女 专业 针灸推拿学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4-2015学年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

2015-2016学年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校

“优秀学生干部”；2016-2018学年 获得2次国家励志

奖学金，2次校三等奖学金；2018-2019学年 获“优秀

实习学员”

爱好特长 阅读古籍、心理学、爵士舞

求职意向 从事中医、针灸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海洋大学 联系人：刘惠 办公电话：0580-2552606

姓名 陶雯雯 性别 女 专业 交通运输工程

生源地 江苏建湖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获奖情况

2013-2014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优秀团员，校二等优秀

学 生 奖 学 金 2015-2016学年 校一等优秀学生奖学金；

2017-2018学年 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金，研究

生入学奖学金；发表论文SCI一篇： 2018-2019学年:拟推为

2019届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

爱好特长 运动

求职意向
水利、交通等相关专业的职业、设计院



学校名称：浙江海洋大学 联系人：徐双迪 办公电话：0580-2556246

姓名 徐梦 性别 女 专业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生源地 河南漯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年 获学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017年 获学校优秀

学生二等奖学金，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2016年 获学校优

秀学生三等奖学金，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熟练掌握计算机办公软件

求职意向 教育类；行政文职类

学校名称：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连燕华 办公电话：0571-63743600

姓名 陈馨宜 性别 女 专业 园艺

生源地 山东淄博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文体活动奖，三

等奖学金；2016-2017学年 校“优秀团员”称号三好学生、2

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青春的名义”科技支农暑期社会

实践项目在2017年大中专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千校千

项”成果遴选活动中，经网络展示和专家评审，入选“最具

影响好项目；2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绘画、乒乓球

求职意向 园艺专业相关工作、综合行政方面



学校名称：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卜京琼 办公电话：0571-63740083

姓名 郭兰芝 性别 女 专业 中药学

生源地 山西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年 生命科学竞赛校级竞赛三等奖， “优秀生态志愿

者”；2018年 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运动，写作

求职意向
QC，QA质检员

学校名称：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陈晓燕 办公电话：63743131

姓名 徐倩倩 性别 女 专业 园林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爱好特长 写作、阅读

求职意向
花卉栽培、房地产公司项目开发的植物管理



学校名称：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俞以撒 办公电话：0571-63740076

姓名 肖冬雪 性别 女 专业 日语

生源地 辽宁沈阳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5.10 浙江农林大学“优秀团员” 2016.10 浙江农林大学

“先进个人”

爱好特长 日语，计算机，英语

求职意向 日语翻译，外贸，老师以及运营等各方面工作

学校名称：温州医科大学 联系人：章力 办公电话0577-86689763

姓名 项秋 性别 女 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生源地
云南昭通

政治面貌
中共

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3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省第十一届“大红鹰杯”电

子商务竞赛本科技术类三等奖，3次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

3次获得校级三好学生荣誉，2次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荣

誉，温州医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温州医科大学

暑期社会实践优秀调研论文，院级优秀共产党员。

爱好特长 运动

求职意向
从事管理相关，活动策划与实施，员工关系协调，档案管

理，信息管理等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温州医科大学 联系人：章力 办公电话0577-86689763

姓名 朱蕊 性别 女 专业 药学专业

生源地 云南玉溪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

校三等奖学金 社会工作实践：温州市“新青年下乡”先进

个人；2次获校优秀团干部；创新创意：校第二届“文化创

意大赛三等奖；校“互联网+”优秀奖； 综合发展：2017温

州医科大学“大学生自强之星”；院中药鉴定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跆拳道、旅行

求职意向 临床监察员CRA、临床协调员CRC、药剂师

学校名称：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人：尹怀玉 办公电话：87557049

姓名
阿迪莱·阿卜杜

克热木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新疆疏附县
政治面

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年 获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6-2017年 获得过

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年 获得过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office 拉小提琴 看书 跑步

求职意向 关于办公软件类 求职城市；杭州，海南，深圳



学校名称：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人：尹怀玉 办公电话：87557049

姓名 黄安琦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国际贸易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校社会工作单项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浙江省笔译大赛LSCAT优胜奖；校创新创业大

赛三等奖；院日语书写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英语翻译写作，网球

求职意向
外贸以及英语相关方面

学校名称：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人：尹怀玉 办公电话：87557049

姓名 周意娟 性别 女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学年 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2016-2018学年 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学生工作先进个人，2

次校优秀学生干部，2次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017-2018

学年 浙农“阳光”奖学金，浙江财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爱好特长 游泳、慢跑

求职意向 律师助理、公司法务



学校名称：浙江科技学院 联系人：蔡瑞康 办公电话：85070367

姓名 王君君 性别 女 专业 制药工程

生源地 浙江平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1．3次获得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过学院

三实人才奖学金；学术方面，是国创（创业方向）《科研

院校技术市场化对接平台》的第二负责人，是校春萌项目

《芹菜素微乳化及在酸奶中的应用》的第一负责人 2.中共

党员，省级优秀毕业生称号，校优秀学生干部

爱好特长 摄影，运动，唱歌

求职意向 制药方向，研发岗位或质量检测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科技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办公电话：0571-85070609

姓名 李敏 性别 女 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生源地 甘肃庆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06 获摄影大赛二等奖

2016-2017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6-2017 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2016-2017 获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爱好特长 摄影、阅读

求职意向

通过系统的学习以及计算机证书的取得，期望从事信息管

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数据分析、处理、过滤；通信

交流；系统信息化；网络服务与支撑；企业信息化等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科技学院 联系人：李月宁 办公电话：0571-85075609

姓名 夏白 性别 女 专业 工业工程

生源地 甘肃天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 获得国家励志奖金；2017 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校三

等奖，校操舞大赛三等奖；2016 校级第三届“安吉尔杯”

微电影主题创作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运动、阅读、旅游

求职意向
行政人事助理、市场售后等相关工作（有意愿接受出差较

多的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科技学院 联系人：蔡瑞康 办公电话：85070367

姓名 张琪 性别 女 专业 制药工程151

生源地 建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获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优秀一等奖学金、校优

秀二等奖学金；三实东方基因骄傲奖学金；校三好学生；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结题、新苗立项、第三届全国

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第一届全国大学生生命

科学竞赛优胜奖、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三等奖、

浙江省第十一届“挑战杯·萧山”大学生创业大赛铜奖、浙江

省第十届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打羽毛球、瑜伽、听音乐

求职意向
谋求与食品、生物、微生物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传媒学院 联系人：杨泱 办公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刘倩雯 性别 女 专业 秘书学

生源地
内蒙古包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1、2016、2017年获得省政府奖学金两次； 2、2015年获得国

家励志奖学金； 多次获得校一、二、三等奖学金； 4、2018
年全国高校秘书大赛团体二等奖以及个人职业与素养一等

奖。

爱好特长 活动策划、文案写作

求职意向 行政、人事、助理类

学校名称：浙江传媒学院 联系人：杨泱 办公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任涛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8 3次三等奖学金， 3次励志奖学金，程序设计
大赛三等奖，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优秀奖；2017-2018学年 程
序设计大赛三等奖，浙江省多媒体设计竞赛三等奖，二等
奖学金，智能汽车竞赛二等奖，手机 app设计大赛二等奖。

爱好特长 阅读

求职意向
程序开发、软件测试、影视后期、音频处理、英语口语等

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传媒学院联系人：杨泱办公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史秀秀 性别 女 专业 编辑出版学

生源地 山西吕梁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曾多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社会工作优秀奖及三好学生荣誉称号；寝室多次获得三星

寝室、四星寝室、文明寝室的荣誉称号；党校结业获得优

秀学员的称号。

爱好特长 热爱运动，想象力丰富

求职意向 行政文秘或人力资源

学校名称：浙江传媒学院联系人：杨泱 办公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徐灿

性别
女

专业
影视摄影与制作

生源地
河南郑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5次三等奖学金，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多次优秀团员、

优秀社会工作者荣誉称号；

爱好特长 旅游、电影、阅读

求职意向 传媒类，包括但不限于影视制作、制片人、统筹、策划等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 联系人：徐微 办公电话：0573-83642077

姓名 朱虹 性别 女 专业 纺织工程

生源地
甘肃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全国大学生“一带一路优秀团队奖”和“一带一路”优秀

通讯宣传奖 外贸跟单+跨境电商职业能力大赛一等奖 学习

优秀奖学金二等（6次） 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 优秀学生

以及优秀学生干部 爱美企业奖学金（1次） 第二届街舞大赛

（第3名）荣晟新秀——浙江荣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实习）

爱好特长 旅游、演讲、跳舞

求职意向 纺织工程、质量检验、业务助理等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 联系人：徐微 办公电话：0573-83642077

姓名 范晓莹 性别 女 专业 学前教育

生源地
福建宁德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在读

获奖情况

2017-2018嘉兴学院二等奖学金 嘉兴学院师范学院儿童绘本

创作大赛三等奖 嘉兴学院平湖校区教育系色彩画三等奖

爱好特长
唱歌绘画游泳

求职意向
幼儿教师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 联系人：徐微 办公电话：0573-83642077

姓名
元丹

性别
女

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

学(师范方向)

生源地
江西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 － 2017 学 年 校 优 秀 学 生 干 部

校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校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2018
－2019学年 省多媒体作品设计竞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无

求职意向

小学数学、初中数学教师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 联系人：徐微 办公电话：0573-83642077

姓名 董秀文 性别 女 专业 日语

生源地
江西上饶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所在团队“嘉兴学院益满湘西爱心团队”获校十佳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2017年获嘉兴学院日语配音大赛三等奖

2017年所负责团队获浙江省日剧PLAY大赛二等奖 2017年
所在团队“嘉兴学院青马工程暑期社会实践团”获校十佳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2018年所在团队浙江省新苗科研项目一

项结项

爱好特长
乒乓球、摄影、新媒体平台运营

求职意向

本人抗压力强，适应力强，对世界、对异文化有强烈的好

奇心。欲求一份可以去到不同国家或地区，认识、体验不

同文化的工作。不介意出差，接受去到世界每个地区。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 联系人：吴燕 办公电话：0573-83647316

姓名 李林红 性别 男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生源地 云南昭通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文学学士

获奖情况
1.嘉兴学院校园文化建设先进个人 2.嘉兴学院军训优秀

学员

爱好特长 话剧、沟通

求职意向 教师，课程顾问，秘书，行政后勤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 联系人：徐微 办公电话：0573-83642077

姓名
薛晓聪

性别
女

专业
药学

生源地 河北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三等奖学金，优秀学生

爱好特长 读书，书法

求职意向 与专业相关均可



学校名称：浙江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杨洋 办公电话：0571-88213059

姓名 邵建斌 性别 男 专业 应用化学

生源地 金华市婺城区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年11月，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2017年11月，校优秀学

生三好学生 2017年11月，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9月，校优秀

学生一等奖学金 2017年11月，校优秀三好学生

爱好特长 阅读，听音乐

求职意向 化学分析检测员

学校名称：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吴瑞勤 办公电话：0574-88222226

姓名 丁康丽 性别 女 专业 财务管理

生源地
浙江省绍兴

市新昌县

政治 面

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年11月，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5月，获得浙江万里学院信息与文献中心“最美读者”

称号； 2018年11月，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和万里之星之“公益之星”。

爱好特长 阅读

求职意向 财务人员、成本会计、税务会计



学校名称: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魏苗婷 办公电话：0574-88222257

姓名 兰子孩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生源地 浙江苍南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高中

获奖情况

2016-2017浙江省政府奖学金，2017-2018浙江省政府奖学

金，第十一届“我心飞扬”多媒体一等奖，2015优秀团员，

2016-2017二等奖学金，2017-2018二等奖学金，2017-2018

三好学生

爱好特长 骑车，画画

求职意向
Web前端工程师

学校名称：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吴铮 办公电话：0574-88222597

姓名
习志勇

性别
男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江西吉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年度三等奖学金 2015-2016年度三好学生

爱好特长 跑步，看电影

求职意向 外贸相关，外贸业务员



学校名称： 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刘诗 办公电话：88285804

姓名 鲍海康 性别 男 专业 工商管理

生源地 台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省政府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

2016/2017学年省政府奖学金、2016/2017校查济民一等奖学

金，2017/2018大学生经济管理案例大赛二等奖，2016/2017

学年全国仿真决策大赛三等奖，16/17学年校哇哈哈营销大

赛一等奖，2016/2017电子沙盘二等奖

爱好特长 羽毛球、看话剧、听音乐

求职意向 运营、销售

学校名称：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周前超 办公电话：88297123

姓名 李清兰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福建泉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学士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宁波国华奖

学金、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三好学生、校优秀信息员、王

家扬一等奖学金、傅利泉寒门学子奖学金、傅利泉寒门优

秀学子奖学金、强华奖学金等。

爱好特长 旅游、阅读、热爱公益活动和团体活动

求职意向
行政专员/人事专员 外贸业务



学校名称：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曹永康 办公电话：88297091

姓名 许云天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江苏淮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在读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校优秀团干部、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优秀

学生干部、浙江省大学生舞蹈大赛三等奖、二等奖学金等

爱好特长 阅读、舞蹈、沟通

求职意向 电子工程师、硬件工程师

学校名称：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胡佳莹 办公电话：88297167

姓名 严鸿燕 性别 女 专业 工业设计

生源地 绍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创意杭州“鼎升杯”分赛场银奖；创意杭州“凝

动杯”分赛场铜奖；《设计+全国青年设计师创新创客大赛》

优秀奖；2018年于《包装世界》杂志发表论文一篇；通过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手绘能力助理设计师认证；获校各项奖

学金等。

爱好特长 喜欢创新的事物，有一定的传统手绘基础和数字手绘基础。

求职意向 从事工业设计



学校名称：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张子钰 办公电话：0571-28866718

姓名 崔晴含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1次，浙江省

政府奖学金1次；浙江省经济管理案例竞赛三等奖；杭州师

范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5次。

爱好特长 写作、摄影

求职意向

互联网行业的内容运营，主要是基于产品的内容进行

内容策划、内容创意、内容编辑、内容发布、内容优化、

内容营销等一系列与内容相关的工作。

学校名称：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王兴龙 办公电话：28865230

姓名 格依夏·查依加 性别 女 专业 社会工作

生源地 新疆·塔城
政治

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05月 荣获校级“学生社团积极分子奖”；

2017年11月 荣获校级“社会工作优秀奖”；

2017年12月 荣获2017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绘画、舞蹈、羽毛球

求职意向 文秘、行政类岗位或公司职员



学校名称：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翟晓春办公电话：0571-28865485

姓名 王雅雯 性别 女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

学业优秀奖学金1次

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1次

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3次

爱好特长 无

求职意向 公司法务、司法辅助人员、检察官助理

学校名称： 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苏晓松 办公电话：28867066

姓名 罗东 性别 女 专业 经济学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年 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次），国家励志奖

学金，校三好学生；

2016/2017年 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校优秀青年志愿者（2

次）；

2015年 杭州师范大学第六届 ERP沙盘模拟对抗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绘画

求职意向
韩语翻译；人力资源部门、行政；互联网运营；传媒行业等

均可



学校名称：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雷军 办公电话：0571-28869241

姓名 林冬慧 性别 女 专业 软件工程

生源地 浙江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年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华东赛

区”华山论剑组团队二等奖、最佳女队。2016年中国大学

生程序设计竞赛-女生专场银奖。2017年浙江省大学生服务

外包创新应用大赛三等奖。2017年浙江省“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

学金各一次，多次获得(校)优秀学生干部、学生奖学金

爱好特长 运动，看书，画画

求职意向 安卓工程开发、前端设计、信息技术老师

学校名称：温州大学 联系人孙德升 办公电话:0577-86680918

姓名 郑荣权 性别 男 专业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生源地 浙江慈溪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7年获评团中央、全国学联颁发的2016中国大学生自强

之星； 2017年获第九届浙江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本研组一

等奖；2018年获温州大学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一等奖；温

州大学二等奖学金一次、三好学生一次、三等奖学金三次

等。

爱好特长 演讲、辩论、写作

求职意向 初中道德与法治、社会课教师，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



学校名称： 温州大学 联系人：刘纪峰 办公电话：0577-86680950

姓名 朱温蓉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言文学（师范）

生源地 温州永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校二等奖学金1次、三等奖学金4次、“三好学生”1次；国

家励志奖学金2次； 2017年温州诗词大会高校专场决赛

“状元”称号、2017年“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初赛温州

大学分赛场成人组三等奖、 “致敬十九大”温州大学超豪

学区主题留言活动一等奖等。

爱好特长 诗词、诵读、写作

求职意向 初中语文教师

学校名称：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任军 办公电话：88342020

姓名 陈舒婷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校优秀毕业生，省政府奖学金，综合一等奖学金，综合二

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文艺优秀奖奖学金，道德风

尚奖奖学金，爱心奖学金，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社会实

践活动“先进个人”，第二届浙江省大学生“外研社杯”

英语阅读竞赛校二等奖等。

爱好特长 看书、慢跑、写作

求职意向 中小学教师



学校名称：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任军 办公电话：88342020

姓名 方靖 性别 女 专业 体育教育

生源地
浙江建德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综合三等奖学金、校优秀毕业生、学习优秀奖学金、优秀

干部奖学金、校级优秀团干部、校级教师技能大赛三等奖、

院级优秀学生干部、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田径、排球

求职意向 中小学体育教师

学校名称：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任军 办公电话：88342020
姓名 郑新月 性别 女 专业 美术学（师范）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年班级学习优秀奖、综合三等奖学金；2016年校DIY
废品手工制作大赛最佳制作奖；2016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年校勤工助学先进个人，环保创意大赛环保科普漫画

组二等奖，平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综合二等奖学

金，长江三角洲地区美术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2018
年学习优秀奖，校第十三届教师技能大赛三等奖，综合三

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画画，手工制作

求职意向 美术老师



学校名称:湖州师范学院 联系人:王文远 办公电话:0572-2321284

姓名 付仪 性别 女 专业 物联网工程

生源地
贵州息烽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学年校文明修身先进个人，校电子设计竞赛三等奖

2017学年校优秀学生干部，校学生先进个人，校三等奖学

金，陆增墉励志奖学金，校第二届物联网创新应用大赛二

等奖

2018学年校优秀学生，陆增墉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旅游、看电影、摄影

求职意向 C语言、JAVA开发

学校名称：台州学院 联系人：王凌强 办公电话：0576-88661759

姓名 李婉萍 性别 女 专业 化学（师范）

生源地 福建石狮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大一：获校级三等奖学金，校级单项积极分子； 大二：获

校级三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志愿者； 大三：获校级单项积

极分子； 连续三年获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交际

求职意向 初中化学老师；小学科学老师



学校名称：台州学院 联系人：程君岭 办公电话：13566865330

姓名 麻海清 性别 女 专业 生物工程（专升本）

生源地 丽水缙云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4-2015学年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获校二等奖学金，

社会工作积极分子；

2017-2018学年在台州学院获校三等奖学金，学习积极分子；

爱好特长 阅读、绘画、看电影

求职意向 文员；药品食品类的销售、检测；

学校名称：台州学院 联系人：程君岭 办公电话：13566865330

姓名 缪杰 性别 男 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生源地 台州黄岩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7年度优秀团员

2015-2017年度校级优秀志愿者

爱好特长 看电影、善于交际

求职意向 机械类、人事管理类或文职类工作



学校名称：台州学院 联系人：程君岭 办公电话：13566865330

姓名 苏世杰 性别 男 专业 土木工程

生源地 广西贺州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结构设计竞赛二等奖，纸牌竞赛三等奖，

工程测量技能竞赛二等奖

爱好特长 运动，熟悉专业软件

求职意向
土木建筑工程人员/建筑设计人员/建筑制图 杭州市/广州市

及周边地区

学校名称：台州学院 联系人：程君岭 办公电话：13566865330

姓名 唐黎 性别 女 专业
道路桥梁与渡河

工程

生源地 湖北荆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10月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积极分子

2017年10月 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年12月 校第六届大学生力学竞赛一等奖

2018年04月 台州市辩论赛一等奖

2018年12月 校第二届工程测量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听歌、辩论、操作CAD绘图

求职意向 工程造价岗、工程管理岗、工程设计岗



学校名称： 丽水学院 联系人：徐倩倩 办公电话：0578-2275262

姓名 林玲芬 性别 女 专业 学前教育

生源地 浙江青田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8学年获省政府奖学金、校级优秀毕业生、省级优秀毕

业生称号；2017-2018获校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

爱好特长 唱歌、故事表演

求职意向 学前教育老师

学校名称：丽水学院联系人：徐倩倩 办公电话：0578-2275262

姓名 陈秀梅 性别 女 专业
园林（景观规划

设计方向）

生源地 福建三明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学年：校一等奖学金、

2017学年：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看书、画画

求职意向 景观设计师、园林制图员、园林预算员



学校名称： 丽水学院 联系人：徐倩倩 办公电话：0578-2275262

姓名 杨明珠 性别 女 专业 摄影

生源地 甘肃定西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金，校一等奖学金，校二等奖

学金，获教育之江“镜头里的浙江教育”摄影作品征集活

动三等奖

爱好特长 摄影，画画

求职意向 摄影专业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柳艾岭 办公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俞珍芸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淳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 校二等奖学金；2016-2017学年 校二等奖学

金；连续3次获得院级优秀团干部

爱好特长 看书，网络运营

求职意向 教育机构小学或初中英语老师



学校名称：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柳艾岭 办公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吴琼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江西鹰潭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 年校第七届 ERP 沙盘模拟经营对抗赛三等奖；2016

年校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好学生；2017年

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二等奖，王伟明大学生数学建

模优秀奖，特等奖学金，国家奖学金，校三好学生；2018

年校一等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校三好学生；2019年校

优秀毕业生，省优秀毕业生

爱好特长 C语言，读书，运动

求职意向 嵌入式工程师，电子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编程教师

学校名称：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柳艾岭 办公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马建 性别 男 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源地 四川内江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浙江省物理创新竞赛二等奖 华东赛区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一等奖 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二等奖

爱好特长 喜好足球、象棋。

求职意向 与化工专业相关工作，如化学工程师。



学校名称：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柳艾岭 办公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范梦林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源地 河南开封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

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年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打羽毛球、跑步

求职意向 Java软件开发相关职位

学校名称：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柳艾岭 办公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刘浩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生源地 河南信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校十佳寝室，标兵团支部答辩三等奖；2017年校三等

奖学金，校优秀团员 ；2018年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机器人

竞赛二等奖，校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

爱好特长 跑步，篮球，擅长与人交流。

求职意向 计算机方面的工作或者营销管理类



学校名称：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柳艾岭 办公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张皓翔 性别 男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浙江龙泉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浙江省互联网+”，省赛银奖; 宁波工程学院二等奖学金;

三等奖学金，多次获得A等班委等荣誉.

爱好特长 羽毛球，游泳

求职意向 财会类工作/审计

学校名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雯雯

办公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杨倩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开化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8年连续三次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2016年获康恩

贝自强奖学金三等奖；2017-2018连续两次获康恩贝自强奖

学金特等奖；2018年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2017

年校优秀暑期实习生；2015-2018连续三次获浙江越秀外国

语学院SPT奖学金一、二等奖

爱好特长 音乐、阅读、羽毛球

求职意向 英语相关；教师；行政业务



学校名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雯雯

办公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施洁玲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校级SPT二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

奖 学 金 2017-2018学年院级寒假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2018-2019学年院级寒假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爱好特长 旅游，烘焙

求职意向 会计，外贸，银行

学校名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雯雯

办公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邱玲 性别 女 专业 编辑出版学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校优秀助理; 2017年优秀SPT学生二等奖学金，校级

优秀学生信息员，浙江省大学生动感精英团社会实践先进

个人；20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编辑

求职意向 新媒体运营策划、品牌策划、产品运营、游戏运营



学校名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雯雯

办公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王晓雨 性别 女 专业 传播学

生源地 甘肃定西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获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优秀SPT一等奖学

金、浙江省“梦想星生代”百强荣誉称号、浙江省第十五

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校第五届中外文

主持人大赛“铜奖”、校“闪亮”新主播大赛一等奖、社

区义工校外义工授课“优秀讲师”、优秀团学干事

爱好特长 演说、主持

求职意向 新媒体广告策划及与之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宁波财经学院 联系人：黄丹霞 办公电话：0574-88052157

姓名 王慧英 性别 女 专业 财务管理专业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2017年国家励志

奖学金；2018年省政府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华东区财

务决策大赛三等奖，校“创业运营理论培育”大赛二等级；

2019年浙江省财会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看书、跑步、摄影

求职意向 教师，人事，会计助理



学校名称：宁波财经学院 联系人：黄丹霞 办公电话：0574-88052157

姓名 方韵 性别 女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年第一学期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第一学期校三等奖

学金 2018年第一学期校优秀公寓干部 2018年第一学期单项

积极分子 2018年第一学期先进学生

爱好特长 演讲、羽毛球

求职意向 新媒体运营

学校名称：宁波财经学院 联系人：黄丹霞 办公电话：0574-88052157

姓名 谢佩丹 性别 女 专业 财务管理

生源地 福建宁德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国家励志奖学金；科研创新奖；

最美辅导员助理；校财会信息化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看电影、阅读，熟练运用Office办公软件

求职意向 与财务工作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宁波财经学院 联系人：黄丹霞 办公电话：0574-88052157

姓名 鲍相相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校级一等奖学金，校级单项积极分子，院级优秀学

生，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年校级二等奖学金，校级优秀

学生，院级优秀学生干部，国家励志奖学金；2018年校级

二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爱好绘画

求职意向 电商运营，商品专员，策划，销售

学校名称： 杭州医学院 联系人：刘俊汲 办公电话：87692648

姓名 汪兰芳 性别 女 专业 健康管理

生源地 浙江临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

2017—2018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校学习积

极分子

爱好特长 阅读

求职意向 健康管理师或与本专业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 杭州医学院 联系人：刘俊汲 办公电话：87692648

姓名 吴俊阳 性别 男 专业 卫生检验与检疫

生源地 福建南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校二等奖学金、优秀团员、国家励志性奖学金、体育积极

分子、道德风尚运动员、两届4*100接力第一、大二男子三

级跳远第一（破纪录）

爱好特长 运动，熟练office

求职意向
检测公司（理化、微生物，分子生物之类的），或其他相

关单位。

学校名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董俊娜

办公电话：0574-88130150

姓名 叶文超 性别 男 专业 金融学

生源地 丽水庆元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三等奖、国家励志奖学金、

计算机高级软件应用二级

2017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证券从业资格证

2016学年军训综合考评二等奖

爱好特长 运动、阅读、写作

求职意向 证券基金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相关行业



学校名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乐婷

办公电话：17857021613

姓名 乐婷 性别 女 专业 生物工程

生源地 浙江舟山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7学年国家奖学金、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非数

学类）三等奖、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经管类二等奖；

2016年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一等奖，校第十四届学

术科技节之“化学知识”竞赛三等奖，国家励志奖学金，

多次获得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创新实践奖学金。

爱好特长 古筝

求职意向
生物技术、食品，制药、病理方面实验室研究员、技术员、

质检员、仪器校检检测人员、QA或QC人员

学校名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吕佳熠

办公电话：17855809399

姓名 吕佳熠 性别 女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浙江新昌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奖学金、校三好学生、校优秀
团员、校优秀学生干部、校社会实践优秀个人、校先进志
愿者等。

爱好特长 看书、写字

求职意向 和法学专业有关的岗位或者是文职类的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刘杜娟

办公电话：051788130032

姓名 王焕祺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校三等奖学金； 2017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

学金，“爱心使者”称号； 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优

秀团干部，校二等奖学金，“爱心使者”称号

爱好特长 摄影、阅读

求职意向 教育、外贸、新媒体、行政

学校名称：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联系人：邱珺

办公电话：0573-82878246

姓名 叶春燕 性别 女 专业 行政管理

生源地 浙江龙泉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5-2016学年“优秀学生”称号 2016年寒假社会实践校级

三等奖 2017年度“优秀团员”称号 在校各学年优秀学生奖

学金奖二等奖

爱好特长 无

求职意向 人事、行政、文员



学校名称：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联系人：叶洁芸

办公电话：0573-82878619

姓名 朱玲玲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上海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校优秀奖学金三等奖； 2017年校优秀奖学金三等

奖，宏达励志奖学金二等奖，全国“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阅读大赛二等奖；2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旅游、运动、听音乐

求职意向
希望找一份同语言相关的工作，工作地点最好在上海。期

望职位：教师 英语翻译 外贸 日常管理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联系人：孙杭媛

办公电话：0575-81112709

姓名 邵佳雯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富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在读

获奖情况

2017-2018 获校级二等奖学金；2016年 获校级三等奖学金，

连续三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018年 获绍兴市“新航道杯”

大学生英语翻译大赛汉译英三等奖，获之江学院英语写作

大赛一等奖；2017年 获“批改网”全国百万同题英语写作

活动复赛优胜奖，获之江学院英语写作大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爱好阅读书物、运动

求职意向 文职类工作；教师



学校名称：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联系人：孙杭媛

办公电话：0575-81112709

姓名 叶建红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在读

获奖情况

2017获校优秀学生；2018.获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全

国总决赛三等奖,华东赛区总决赛特等奖,校级一等奖学金;

多次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看书、听歌、运动

求职意向
与专业相关的技术岗工作：例如测试工程师、项目经理之

类。

学校名称：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帅

办公电话：0574-87600695

姓名 周如杰 性别 女 专业 土木工程

生源地 河北黄骅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在读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博达奖助学金、浙江省高数竞赛三等

奖、科研创新标兵、先进志愿者、浙江省物理竞赛三等奖、

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

爱好特长 熟练应用Office CAD、PKPM等软件。

求职意向
工程造价/预决算、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制图、结构/土建工

程师



学校名称：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帅

办公电话：0574-87600695

姓名 任文婷 性别 女 专业 应用化学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获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杨咏曼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助理等。

爱好特长 看书、骑车

求职意向 实验员、行政助理

学校名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联系人：蔡素

办公电话：0571-58619118

姓名 刘梦缘 性别 女 专业 工业设计

生源地 徐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多次获得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善于沟通

求职意向 平面类设计工作



学校名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联系人：蔡素

办公电话：0571-58619118

姓名 燕红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安徽芜湖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英语专业四级证书，大学英语四级证书，浙江省计算机二

级证书，普通话二乙证书，校级星青年“励志之星”，道

德风尚奖，暑假实践优秀团队奖

爱好特长 绘画，音乐，影视

求职意向 互联网行业，公众号运营

学校名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联系人：钱冬妮

办公电话：0575-82978093

姓名 施嘉 性别 女 专业 动画

生源地 浙江金华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校二等奖学金、社会活动积极分子；2017年校三等

奖学金、院级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2018学年：校

一等奖学金、省府奖学金、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团干部

爱好特长 摄影、烹饪、手工

求职意向 三维骨骼绑定师、三维动画师



学校名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联系人：徐莉

办公电话：0575-82978075

姓名 郑茜仁 性别 女 专业 纺织工程

生源地 浙江金华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2017年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

2018年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书法

求职意向 纺织检测、贸易

学校名称：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睿

办公电话：0580-8263746

姓名 余少杰 性别 男 专业 土木工程

生源地 安徽肥东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得校优秀学生一等奖3次，国家励志奖3次，浙

江省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个人赛证券基金组三等奖，浙江

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三等奖。

爱好特长 计算机，英语

求职意向 土木工程专业方向



学校名称：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睿

办公电话：0580-8263746

姓名 郭智 性别 男 专业 物联网工程

生源地 河南邓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得一等奖1次，三等奖1次，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

爱好特长 技术钻研

求职意向 服务端开发

学校名称：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联系人：陈阳红

办公电话：0575-87760146

姓名 王雅庆 性别 女 专业 中药学

生源地 浙江青田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3次获得暨阳学院优秀学生三等奖；

3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爱好舞蹈、摄影、旅游

求职意向 医院药剂师、互联网健康、医药公司



学校名称： 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联系人：程婵婵

办公电话：86699720

姓名 方校波 性别 男 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

生源地 浙江临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全日制本科

获奖情况 2017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看书，打篮球，萨克斯

求职意向 医院设备科工程师

学校名称：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联系人：陈昱宁

办公电话：0571-86633180

姓名 顾哲源 性别 女 专业 中医学

生源地 浙江海盐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4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3次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1

次三等奖学金，3次校级三好学生，校黄帝内经知识竞赛

团体优胜奖，国家ITAT证书

爱好特长 爬山，种植

求职意向

本人期望得到浙江省杭州市，嘉兴市（最好是海盐县的）

医药类相关企事业单位、管理部门、国营民营从事与中

医学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联系人：陈昱宁

办公电话：0571-86633180

姓名 薛佩璇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江西贵溪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年校级“优秀社团干部”、校级“优秀团干部”、院

级“优秀党员”荣誉称号；

2017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三等奖学金；

2016年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爱好特长 唱歌、跳舞、英语

求职意向 英语类相关企事业单位、管理部门、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

学校名称：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联系人：曹佳榕

办公电话：0571-28861399

姓名 董可心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管理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获三好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经管分院书弈人生

一等奖；2017年获学习优秀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获三好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剪纸

求职意向 行政助理、人事、银行职员



学校名称：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联系人：曹佳榕

办公电话：0571-28861399

姓名 闫孟扬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江苏省连

云港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获得三好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年获得三好
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年被评为校优秀毕业生

爱好特长 乒乓球

求职意向 希望可以获得电子工程师或软件工程师等相关职位

学校名称：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办公电话：0575-88342421

姓名 黄施施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8年获浙江省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大赛一等奖，浙江省电
子商务竞赛三等奖，省级优秀毕业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第一届蔡元培奖学金，综合一等奖学金；2017年获国家励
志奖学金，绍兴市电子商务竞赛二等奖，综合二等奖学金，
校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大赛一等奖，校管理案例竞赛二等奖，
校电子商务竞赛二等奖，校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院赛二等奖，
校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学院主题征文活动一等奖；2016
学年：浙江省高等数学竞赛三等奖，绍兴市电子商务竞赛
三等奖。

爱好特长 写作、摄影

求职意向 希望在挑战中成长，在成长后为彼此带来尽可能大的效益



学校名称：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办公电话：0575-88342421

姓名 张霏 性别 女 专业 工程管理

生源地 浙江湖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三等奖；2017年浙江省
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综合一等奖学金，学院
结构设计大赛三等奖；2018年广联达BIM算量大赛本科组土
建算量科目省前三，广联达BIM土建钢筋算量二级熟手，大
学生ERP沙盘模拟经营竞赛一等奖，南方测绘班三等奖

爱好特长 跑步、羽毛球，熟悉专业软件

求职意向 工程造价、工程预算、工程招投标

学校名称：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联系人：苏老师

办公电话：057786680783

姓名 施彦浩 性别 男 专业 环境设计

生源地 浙江永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大学期间荣获 2015~2016荣获“三好学生”、“一等奖学金”

2016~2017荣获“三好学生”、“三等奖学金” 2017~2018

学年第二学期荣获温州大学瓯江学院“优秀学生干部”2018

年荣获“省政府奖学金”荣誉称号

爱好特长 唱歌

求职意向 设计助理，设计实习生，公司实习生



学校名称：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联系人：苏老师

办公电话：0577-86680783

姓名 徐琳 性别 女 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嘉兴南湖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获得五次二等奖学金和三好学生，获得二次优秀学生干部

和工作积极分子，获得一次三等奖学金，温州市“优秀义

工”荣誉称号，新生辩论赛优秀辩手。

爱好特长 竹刻、园艺

求职意向 化学教师、环保检测、化学分析员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联系人：占老师

办公电话：0573-83643181

姓名 夏云峰 性别 男 专业 工程管理

生源地 浙江建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两次；校优秀学生奖学金三等奖三次；校

素质拓展奖学金一次；

爱好特长 跑步，踢足球，看电影

求职意向 建筑工程相关企业，如施工员，房产评估员，监理等



学校名称：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联系人：占老师

办公电话：0573-83643181

姓名 殷蕾斐 性别 女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生源地 浙江湖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次获得南湖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国家励志奖学金；

3次获得南湖学院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多次获得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学生 ；2018年校服务外包竞赛二等奖

爱好特长 听音乐；爬山

求职意向 国企；管理培训生

学校名称：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联系人：季燎原

办公电话：86872327

姓名 孙瑞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科学与技术

生源地 陕西咸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获得二等奖学金证书1次 三好学生1次 学业奖学金5次

爱好特长 看书，旅游

求职意向 人力资源



学校名称：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联系人：黄博卿

办公电话：86872320

姓名 王瑜璠 性别 女 专业 工业设计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学历 本科在读

获奖情况

2016年 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及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2017年 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2次及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 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及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手绘

求职意向 工业设计相关岗位，设计师助理

学校名称：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联系人：陈宗琦

办公电话：86872407

姓名 谢燕苹 性别 女 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

其自动化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荣获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一

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荣获中国计量大学现代

科技学院二等奖学金；2017-2018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旅游、运动

求职意向
机械专业相关、眼镜行业相关为主，对专业没有限制要求

的工作为辅



学校名称：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联系人： 林培元

办公电话：86872325

姓名 骆晨灿 性别 男 专业 财务管理

生源地 浙江宁海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浙江省“大红鹰杯”第十一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
本科商务类二等奖，校“苏宁”杯营销策划大赛优胜奖，
校厨艺大赛三等奖，校第九届心理话剧二等奖、最佳男演
员，校社会工作奖学金；2017年浙江省“民生民意杯”第
五届大学生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大赛三等奖，校时政演讲一
等奖，院系营销大赛三等奖，校科研创新奖奖学金；2018
年校创新创业实践项目路演评比二等奖，院十佳大学生

爱好特长 羽毛球、登山。

求职意向 人力资源管理类、财务审计类、供应链运营类

学校名称：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联系人：王伊泺

办公电话：0571-87571170

姓名 王嘉毅 性别 男 专业 金融学

生源地 浙江金华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三好学生；2017年国家励志
奖学金、校第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二等奖；校2018获校优秀学生教学助理、国家励志奖学
金。

爱好特长 计算机，阅读，篮球

求职意向
互联网公司活动或者产品运营管理、金融相关企业管培生、
互联网营销管理及策划、消费者体验运营管理、游戏策划。



学校名称：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联系人：颜燕翔

办公电话：0571-87571309

姓名 吴晓琳 性别 女 专业 税收学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晨曦奖学金、校主持人大
赛金话筒、嘉兴市“百汇杯”嘉兴青年创业大赛二等奖；
2017年获校经典诵读竞赛一等奖、校“电信杯”东方创业
英雄汇一等奖、校励志之星提名奖、校二等奖学金、校最
具协作奖、晨曦奖学金、国瀚奖助学金；浙江省第五届大
学生中华经典诵读大赛本科组二等奖；多次获得获浙江财
经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校第四届微党课大赛优胜奖，国家
励志奖学金，社会工作奖学金

爱好特长 播音、主持、朗诵

求职意向
教师、行政助理、人力资源助理等文字相关类、管理类工
作

学校名称：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联系人：于前程

办公电话：0573-87571330

姓名 吴秀蓉 性别 女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获奖情况

第九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团体三等奖，2次
获得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一、二、三等奖学金各一次，第
三届服务外包创新应用大赛三等奖，第一届货币知识竞赛
二等奖，第五届网页设计竞赛二等奖，第六届网页设计竞
赛三等奖，“海棠杯”征文比赛一等奖、浙江省“康恩贝
自强奖学金”一等奖及三等奖

爱好特长 音乐、瑜伽

求职意向 IT行业，最好是运营、测试方面



学校名称：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联系人：赵业成

办公电话：0571-884811674

姓名 谭瑶 性别 女 专业 铁道工程技术

生源地 江西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优秀团干部

优秀大学生干部

2017-2018学年校级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青春形象大使大赛二等奖

爱好特长 辩论、运动、文学

求职意向 铁路相关职业

学校名称：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唐林强

办公电话：0571-87014309

姓名 胡春霞 性别 女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庆元县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年至2017年学年社会工作积极分子

2016年11月30日21天不抱怨优胜奖

2018年6月弘扬交院精神，凝聚青春力量演讲比赛 一等奖

爱好特长 演讲、朗诵

求职意向 培训机构推荐员、会展策划员



学校名称：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朱镔

办公电话：0571-88482166

姓名 吴林 性别 男 专业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生源地 贵州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年 兼职征文比赛三等奖

2017年 cfm56－3维护与查询三等奖，活塞发动机拆装与维护

三等奖

爱好特长 球类运动、跑步

求职意向 机械员

学校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卢双

办公电话：0579-82265219

姓名 樊书娜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甘肃定西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

求职意向 铁路、地铁站务管理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联系人：徐露诗

办公电话：0579-82265999

姓名 李嘉昊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4次获得校二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健身游戏机制研究

求职意向 针对于游戏业界求职发展

学校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联系人：孟东方

办公电话：0579-82230103

姓名 陈洁 性别 女 专业
绿色食品生产与

检验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8年校二等奖学金，“一星志愿者”称号

2019学年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无

求职意向 生产类检验类



学校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孟东方

办公电话：0579-82230103

姓名 项红菲 性别 女 专业
绿色食品生产与

检验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3次获得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2次获得优秀学生二等奖学

金，1次获得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爱好特长 无

求职意向 在绍兴柯桥

学校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高波 办公电话0579-82371423

姓名 朱姚杰 性别 男 专业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生源地 嘉兴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获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汽车检测与维修”一等奖一

次，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一次，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三次，获校“三好学生”一次，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

爱好特长 种花、汽车、运动

求职意向 汽车维修、汽车制造厂或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工艺技术员



学校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徐晓莹

办公电话：0579-82265088

姓名 徐爽 性别 女 专业 药学

生源地 兰溪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医学院“善本来明药社药学知识竞赛”获 二等奖、第二届中

药辨别大赛获三等奖、“思想政治理论课”暑假优秀论文获

二等奖、三次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长跑、练字

求职意向 与药学有关的，最好能在金华地区

学校名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徐晓莹

办公电话：0579-82265088

姓名 方萍萍 性别 女 专业 药学

生源地 安徽黄山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获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二等奖学金，2次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看书，跑步

求职意向 药学药剂相关



学校名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朱老师

办公电话：0577-866800078

姓名 林高洁 性别 女 专业 投资与理财

生源地 温州瓯海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7年财会系“二早一活动”先进个人，浙江省“康恩贝

自强奖学金”优秀奖

爱好特长 运动

求职意向 行政文员/人力资源

学校名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朱老师

办公电话：0577-866800078

姓名 王世玉 性别 男 专业 数控应用

生源地 安徽阜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7年学院一等奖学金；

2018年系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先进个人、学院二

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读书、音乐、摄影

求职意向 制图员，质检员



学校名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朱老师

办公电话：0577-866800078

姓名 方成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生源地
安徽界

首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次院一等奖学金，1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第十届浙江省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三等奖，获得校第十四届学生

职业技能大赛电路焊接与测试二等奖，获得校第十五届学生

职业技能大赛电子CAD项目一等奖

爱好特长 排球、旅游

求职意向 电子信息类、电子工程师助理

学校名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朱老师

办公电话：0577-866800078

姓名 段宏飞 性别 男 专业 软件技术

生源地 安徽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7年院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2018年院二等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省第六届职业院校挑战杯创

新创业竞赛三等奖；2019届学习成绩单项优秀毕业生

爱好特长 象棋、电子、论坛

求职意向 软件开发，软件实施，IT运维/网络管理



学校名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蒋杭玲

办公电话：0571-82607970

姓名 阙梦瑶 性别 女 专业 会展策划与管理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年第三届“我眼中的专业”微电影大赛优胜奖，校道德

风尚优秀单项奖学金，旅游规划系年度寝室技能大赛二等

奖，校歌合唱比赛二等奖，院系合唱比赛第一名

爱好特长 看书、拍照

求职意向 活动执行

学校名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蒋杭玲

办公电话：0571-82607970

姓名 吴燕清 性别 女 专业 景区开发与管理

生源地 丽水庆元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8年省政府奖学金；2017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第四

届景区景点技能大赛最佳才艺奖，院系第四届景区景点技

能大赛金牌奖，院系第四届景区景点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

爱好特长 唱歌

求职意向 小学老师



学校名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王菁 办公电话：82607853

姓名 赵鹏飞 性别 男 专业 酒店管理

生源地 内蒙古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阿联酋项目

交流赛一等奖；邮轮服务技能大赛三等奖；2017年9月担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志愿者机动队组

长，荣获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2017年11月担任第四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志愿者组长，荣获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爱好特长 沟通力强

求职意向 酒店业/旅游业/大众服务业

学校名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孙丽丽 办公电话：83862913

姓名 段继成 性别 男 专业
工艺美术品设计

与制作专业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7年12月，获浙江旅院职业学院基快富食品有限公司捐

赠社会奖学金 2018年12月，获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国家励志

奖学金； 2次获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阳光助跑”优秀奖

爱好特长 油画、素描、速写

求职意向 美术教育



学校名称：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孙红林

办公电话：0571-56050963

姓名 金梅 性别 女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生源地 贵州毕节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荣获2017—2018学年浙江省政府奖学金，3次获得校三等奖

学金，2次获得校“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

爱好特长 看书，旅游，交友

求职意向 国企单位一线操作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学校名称：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王晓磊

办公电话：0571-56700175

姓名 林盼盼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1621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8年4月 浙江省“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大赛”二氧化氮

项目一等奖 2017年11月浙江省“大气环境监测与治理大赛”

二氧化氮项目二等奖； 2017年4月 浙江省“水环境监测与

治理大赛”总磷项目二等奖； 2017-2018学年 获浙江省省政

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

求职意向
意向为浙江省内的环境工程相关的就业工作，如环境实验

室分析工等。



学校名称：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宣衡怡

办公电话：0571-56700161

姓名 王星岚 性别 女 专业 服装设计与工艺

生源地 四川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达利女装学院一米阳光社团“logo设计大

赛”优胜奖；1次省政府奖学金，2次一等奖学金，1次二等

奖学金，1次三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优秀学生干部”

荣誉称号

爱好特长 唱歌、跑步

求职意向 设计师助理、版师助理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马莉卿

办公电话：0574-87422733

姓名 高偲婧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年浙江省第十五届挑战杯三等奖 2018年浙江省高职高

专院校会展管理竞赛二等奖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综治

（安全）工作先进个人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优

秀团学干部

爱好特长 文件整理、文档排版

求职意向
希望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期望职位:行政

助理、人力资源助理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马莉卿

办公电话：0574-87422733

姓名 叶明丹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贸易实务

生源地 浙江龙泉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国家级： 获得第七届pocib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个人赛二

等奖、团体赛一等奖

省级：省级优秀共青团员，省政府奖学金

市级：双十一社会实践，市级优秀个人，暑期社会实践市级

优秀个人

校级：校十佳学子，校级一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求职意向 事业单位、管理类、销售类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马莉卿

办公电话：0574-87422733

姓名 余巧 性别 男 专业 模具设计与制造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曾荣获省级荣誉2项，市级荣誉2项，校级荣誉30余项

爱好特长 旅游、运动

求职意向 管理及销售类工作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联系人：闫娟娟

办公电话：0571-86739186

姓名 李婷 性别 女 专业 投资与理财

生源地 浙江德清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校“三

好学生”；校“优秀共青团员”；省学生资助征文赛一等

奖。

爱好特长 朗诵、辩论

求职意向 行政文员或财务助理

学校名称：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联系人：徐嘉

办公电话：0571-86739106

姓名 刘力钢 性别 男 专业 金融管理

生源地 江西吉安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省政府奖学金2次；校一等奖学金3次；校“十佳大学生”；

校新生钻石奖学金；浙江省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团体赛策略

组一等奖；“杭州杯”大学生金融创新大赛案例分析组三等

奖

爱好特长 阅读

求职意向 证券、基金或投行等金融公司



学校名称：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联系人： 王心怡

办公电话：0571-86739156

姓名 叶雪梦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2次；省

高校反邪教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二等奖。

爱好特长 听音乐

求职意向 财务方面

学校名称：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联系人：陈老师

办公电话：0571-86929969

姓名 方舒莹 性别 女 专业 软件技术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获得学校军训优秀学员、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学校一等奖学金、学校社区工作积极分子称号 2017-2018学

年获得优秀团员称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学校一等奖学

金、学校三好学生称号

爱好特长 吉他

求职意向
希望成为一名web前端开发工程师；或者成为一名人民教

师。



学校名称：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许老师

办公电话：0571-86929956

姓名 吴晓庆 性别 女 专业 投资与理财

生源地 诸暨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年学院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年 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三好学生、学院二等

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听歌、看书、跑步、

求职意向 会计岗位、理财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章老师

办公电话：0571-86929763

姓名 魏珊 性别 女 专业 应用英语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8.10 浙江省第九届高职高专英语作文大赛二等奖

2017.6 学院十佳自强之星 2017.5学院模拟广交会三等奖两

次获得学院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爱好特长 阅读、旅游、书法

求职意向
外贸单证员



学校名称：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建方

办公电话：0570-8068656

姓名 曾欣欣 性别 女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8 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实习生模拟应聘大赛”二等奖，

第十四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二等奖，十三届全国青

少年冰心文学大赛二等奖;2017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攀岩

赛第五名，第九届体育运动会800米第二名，3次一等奖学

金，1次二等奖学金，3次三好学生，2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攀岩

求职意向 护理

学校名称：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建方

办公电话：0570-8068656

姓名 沈淑倩 性别 女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江诸暨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在台湾辅英科技大学106学年（2017青春物语短讲简报竞

赛）中获得第二名；多次担任大型活动主持人；获得1次三

等奖学金和学习进步奖单项奖学金；10.荣获衢州职业技术

学院2017学年第十四届健康周活动Logo征集二等奖。

爱好特长 写作 演讲 主持

求职意向 护士



学校名称：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赵琼 办公电话：88663359

姓名 陈善龙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网络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 优秀团学干部；寒假社会实

践优秀个人； 考取华为HCNA-CLOUD方向认证 校内HTML

比赛二等级等一些校内比赛奖项。

爱好特长 企业网络、云计算

求职意向 网络工程师/运维工程师

学校名称：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张媚 办公电话：

0576-88908976

姓名 洪新溉 性别 男 专业 金融管理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8年：荣获“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大赛省赛二等奖” 2018

年：荣获“学创杯2018年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

赛一等奖” 2017年：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 2017年：荣

获“学创杯2017年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省赛二等

奖”

爱好特长 运动

求职意向 金融类



学校名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向政

办公电话：0577-88312274

姓名 柴银月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宁波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高中

获奖情况

2016- 2017学年第一学期获得学院三等奖学金 2016-2017学

年第二学期获得学院三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唱歌 看电影

求职意向 外贸业务员 小学英语老师

学校名称: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王登九

办公电话：0571-86877084

姓名 胡晨 性别 女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浙江 政治面貌 中国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获“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3次

获“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优秀学生干部”； 2次“优

秀学生干部”、“优秀志愿者”；

爱好特长 篮球

求职意向
市场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联系人：黄晓光

办公电话：057186836358

姓名 易倩倩 性别 女 专业 司法信息安全

生源地 浙江苍南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016-2017学年 一等奖学
金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大学生第七届英语演讲大赛优秀奖 浙
江警官职业学院第九届技能节“PPT制作与设计”三等奖
2017-2018学年 浙江省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学年 二等奖学
金 2017年度 优秀团员

爱好特长 喜欢语言学习、看书

求职意向 能锻炼社会交往、组织和协调能力，与专业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吉利

办公电话：0571-86923618

姓名 秦蕊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河北省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高职）

获奖情况

2016年校洽味杯互联网＋公益创业营销挑战赛二等奖；
2017年三好学生，学业二等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第九届自立自强文化月勤工义卖会一等奖；2018年校2018
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三等奖，7.2017-2018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唱歌

求职意向 电商方向/行政类



学校名称：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吉利

办公电话：0571-86923618

姓名 胡培 性别 男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重庆奉节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工商）

获奖情况

2018年国家奖学金；2017年浙江省“康恩贝自强奖学金”

特等奖；2016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百蝶杯”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物流仿真设计大赛全国二等奖、浙江赛

区特等奖，第八届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

创新创意类优胜奖。

爱好特长 策划

求职意向 物流、供应链、采购等方向的文员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吉利

办公电话：0571-86923618

姓名 李佳慧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管理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高职）

获奖情况

多次获得省政府奖学金，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拟推

荐省优秀毕业生，2018年度校级微电影大赛团队二等奖，

2017年度校级招生宣传素材推文团体二等奖。

爱好特长 摄影、公众号、运动

求职意向 新媒体编辑、行政专员



学校名称：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 周海燕

办公电话：13989371320

姓名 张丽娟 性别 女 专业 健康管理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年获得校级三等奖金 2017-2018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6--2017学年获魅力女性学堂“艺术与审美”实践二等奖

爱好特长 看书 跑步

求职意向 健康服务与管理相关职业

学校名称：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周海燕

办公电话：13989371320

姓名 陈杨杨 性别 女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江苍南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8年12月国家奖学金、2017年12月浙江省第6届职业院校

“挑战杯”创新创业竞赛团体三等奖、2017年12月优秀学

生干部、2016年12月三等奖学金、2017年12月国家励志奖

学金、2017年12月学业成绩优秀奖、2016年4月阅读沙龙“最

佳写作”奖、2018年09月校一等奖学金、2018年09月创新

创业优秀奖

爱好特长 摄影、运动

求职意向 护士



学校名称：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周海燕

办公电话：13989371320

姓名 金华森 性别 女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 江 杭

州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

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年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团员，文明寝室；
2017年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第八届、第九届大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职业规划类（A类）二等奖；2018年
浙江省资助征文比赛高职高专二等奖；2018年第十届浙江省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A类）三等奖

爱好特长 唱歌、骑行

求职意向 护理相关工作

学校名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吴颖

办公电话：0574-88122363

姓名 沈红红 性别 女 专业
财务会计教育

（师范）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获奖情况

2016年财会金融学院辩论赛三等奖；2017年学院教师技能

大赛三等奖；2018年财会金融学院技能节小键盘三等奖，

省政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爱好：看书；特长：小键盘、点钞

求职意向 会计



学校名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刘海波

办公电话：0574-88221976

姓名 沈旭霞 性别 女 专业
建筑装饰工程技

术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中 共 预 备

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9年浙江省优秀毕业生；2018年获浙江省“兴土杯”第十

七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最佳创意奖”；2017-2018学年获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6-2017学年获校级二等奖学金；

爱好特长 旅游，听歌，书法、

求职意向 室内设计（杭州工作）

学校名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黄巧智

办公电话：8822377

姓名 王伟洁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管理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7年校一等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2018年校一等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看书、听音乐

求职意向 旅游服务相关行业



学校名称：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晏

办公电话：0578-2293387

姓名 邱苏燕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浙江青田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3次获得一等奖学金、1次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省政府奖学

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青年志愿者，2次三好学生、2次

暑期社会实践报告一等奖、 优良学风先进个人

爱好特长 画画

求职意向 文员或营销相关岗位

学校名称：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晏

办公电话：0578-2293387

姓名 方敏杰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浙江建德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多次获校“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获国家励志奖学

金； 获“三好学生”荣誉； 获“优秀学生班干部”称号

爱好特长 跑步、打羽毛球。

求职意向 银行客服、柜员 社会工作方面的 教师



学校名称：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晏

办公电话：0578-2293387

姓名 廖婷婷 性别 女 专业 投资理财

生源地 江西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6.9至2019.1：荣获全国环保知识竞赛奖、三次校级优秀

志愿者称号、两次校级二、三等奖学金、四次优秀学生干

部称号，以及各类校级知识竞赛奖8项。

爱好特长 旅游，电影，运动

求职意向 行政、办公、文职类

学校名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斌

办公电话：0573-89978123

姓名 叶梦妮 性别 女 专业 广告设计与制作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6年新生军训获得“先进个人“；

2016-2017年获得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省

政府奖学金；

2017-2018年获得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省

政府奖学金、二等助学金； 2018年获得优秀志愿者

爱好特长 手绘、素描、色彩

求职意向 平面设计助理、插画师助理、摄影修图



学校名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斌

办公电话：0573-89978123

姓名 杨月琴 性别 女 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

党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6学年一等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三好学生、军训先

进个人、志愿服务先进个人、朗诵优秀奖； 2017学年一等

奖学金、学院奖教奖学基金、运动会多次获奖

爱好特长 爱好运动、唱歌

求职意向 学前教育、销售

学校名称：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斌

办公电话：0573-89978123

姓名 马奕晨 性别 女 专业 工程造价

生源地 浙江湖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6年度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二等奖学金 2017年度优秀

学生、三好学生、二等奖学金、优秀团干部

爱好特长

求职意向 预算员、造价员



学校名称：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嘉镇

办公电话：17705833803

姓名 吴坤贵 性别 男 专业 工程造价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年校赛识图竞赛优胜奖、校级奖学金三等奖国、赛广

联达bim5d认证大赛三等奖、熟手证书；2018年校赛识图竞

赛三等奖，校赛园林竞赛二等奖，广联达bim钢筋算量熟手

级证书，熟手证书，国赛广联达bim算量三等奖，校赛“互

联网+”创业大赛三等奖，国赛bim毕业设计作品大赛优秀

奖，校赛工程造价技能大赛三等奖，国赛bim建模优秀奖，

校级综合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打篮球、跑步

求职意向 预算员

学校名称：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嘉镇

办公电话：17705833803

姓名 陈建树 性别 男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8年亚特奖学金

爱好特长 plc类编程，电路装配，3D制图

求职意向 机械电气类专业



学校名称：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 包淑佳

办公电话：0579-86668853

姓名 李兵 性别 男 专业 建筑工程技术

生源地 贵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获得两次励志奖学金 多次获得优秀团干部

爱好特长 阅读

求职意向 建筑公司当一名优秀的施工员

学校名称：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 赵阳丽

办公电话：0579-86668842

姓名 方震 性别 男 专业 数控技术

生源地 浙江龙泉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在读

获奖情况

2017年9月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年10月浙江省第“职业

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优胜奖 2017年10月金华市“爱我国

防”大学生演讲 比赛二等奖 2018年10月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音乐、运动、辩论

求职意向
我是应届多功能毕业生，不要求专业对口，一切从培训开

始。



学校名称：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轩

办公电话：057986668391

姓名 楼艳芬 性别 女 专业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生源地 金华兰溪 政治面貌
预备

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各类志愿者优秀个人，三

好学生，优秀班干部，辩论赛优秀奖

爱好特长 体育锻炼

求职意向 想要找在金华的工作

学校名称：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晓光

办公电话：0571-28287180

姓名 沈明珠 性别 女 专业 工程造价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年获得校优秀团员，校三好学生，校一等奖学金； 2017

年11月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018年获得浙江省工程造价

技能大赛三等奖，校优秀团员，校三好学生，校一等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看书

求职意向 从事造价方面等工作，预算员、审计等。



学校名称：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晓光

办公电话：0571-28287180

学校名称：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晓光

办公电话：0571-28287180

姓名 蒋孝涛 性别 男 专业 计应（数字媒体）

生源地 河南信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年度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

校社会实践优秀奖学金，校专业学习进步奖，校第九届学生

技能大赛影视动画设计竞赛二等奖，校2017年度“一星级志愿

者”； 2018年校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团干部。

爱好特长 书法

求职意向 平面设计等

姓名 王雪靖 性别 女 专业 学前教育

生源地 金华武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

学金；教育学院第四届“身边正能量”活动手抄报类优胜奖；

校专业进步奖学金。

爱好特长 绘画、弹钢琴、软笔书法

求职意向 幼儿园教师



学校名称: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翁来勇

办公电话：18058052138

姓名 林紫荆 性别 女 专业 计算机信息管理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在读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获校二等奖学金、东海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

爱好特长 球类运动，画画

求职意向
希望留在舟山。掌握基本的办公软件、PS，对平面设计有

兴趣。

学校名称：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娜

办公电话：0580-2095194

姓名 王慧洁 性别 女 专业 航海技术

生源地 甘肃天水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

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获校三等优秀学业奖学金 2017-2018学年国

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优秀学业奖学金 2017-2018学年校级

优秀学生干部

爱好特长 辩论

求职意向 海事类专业相关的文职工作



学校名称：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联系人：吴建英

办公电话：0576-89188055

姓名 王星星 性别 男 专业 互联网金融

生源地 义乌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以及省政府奖学金
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团干、校优秀学生干
部等荣誉称号。2017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银行业
务综合技能”团体二等奖，字符录入单项二等奖;2018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银行业务综合技能”团体二
等奖;2018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团体一等奖。2017年校“创业杯”创业大赛第六名，泰隆
班的“技能之星”

爱好特长 交际、听音乐、打羽毛球

求职意向 金融或非本专业均可

学校名称：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联系人：吴建英

办公电话：0576-89188055

姓名 赵婕 性别 女 专业 互联网金融

生源地 丽水缙云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学年第一学期三等奖学金 2017学年第二学期三等奖学
金 2018年10月优秀团员 2018年11月获浙江省第四届“东北
证券同花顺杯”一等奖

爱好特长 游泳、跑步、羽毛球

求职意向 与本专业相关的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联系人：周国宝

办公电话：0579-86013421

姓名 虞亚菲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管理

生源地 诸暨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获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学年：获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公寓

委员会优秀干部、五星级寝室等荣誉称号

爱好特长 阅读，听歌，画画

求职意向 偏向于文职类工作

学校名称：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联系人：蔡萍萍 办公电话：88420965

姓名 盛凯悦 性别 男 专业 水利工程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获得1次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一等优秀学生奖
学金，2次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浙江省二等奖，3次二等
优秀学生奖学金。2017年获专业能手奖学金；2018年获阅
读达人奖学金；2018年获十佳运动达人奖学金，第十一届
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竞速舞龙第一名； 2017年获浙江省高
职院校技能大赛数字测图三等奖、浙江省大学生健美操比
赛规定踏板第三名、校第八届技能竞赛节测绘竞赛二等奖。

爱好特长 羽毛球，乒乓球，篮球

求职意向 与水利专业相关的工作



学校名称：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联系人：李淑 办公电话：88412818

姓名 董云霞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绍兴新昌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人文素质文体艺术奖学金，勤工俭学标兵

爱好特长 闲暇时间写小说，听歌

求职意向 财务会计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联系人：蔡京

办公电话：057588157111

姓名 薛来婷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安徽省滁州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年获得浙江省第十一届电子商务大赛个人赛―高职组

三等奖，浙江省“财通证券杯”第十二届大学生电子商务

竞赛专科商务类三等奖，绍兴市第七届大学生电子商务大

赛专科类一等奖；2018年获得绍兴市第八届大学生电子商

务大赛专科类一等奖；1次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省政府奖

学金；1次二等综合奖学金；1次一等综合奖学金；

爱好特长 看书，特长为电商类技能。

求职意向 倾向于文职、行政之类的工作。



学校名称：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联系人：蔡京

办公电话：057588157111

姓名 周灵灵 性别 女 专业 烹调工艺与营养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次省政府奖学金，2次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一等综合奖

学金，2017年获得校“乒乓球女子单打”第一名，2018年浙江

农业商贸职业学院三好学生

爱好特长 乒乓球，排球

求职意向 饼房，西点，中餐

学校名称：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余帆

电话：0577-85108150

姓名 陈震宇 性别 男 专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

生源地 浙江桐乡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物联网技术应用比赛二等

奖，浙江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一等奖，多

次获得省政府奖学金。

爱好特长 游泳、跑步

求职意向 软件开发



学校名称：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 联系人：葛田

办公电话：13666597236

姓名 严紫薇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7年，获校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校诵读大赛一等奖；

2018年，获省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一等奖，校演讲比赛二等

奖

爱好特长 朗诵，演讲

求职意向 希望从事与会计有关专业

学校名称：宁波教育学院联系人：蒋红 办公电话：0574-87203030

姓名 罗晨茜 性别 女 专业
视觉传播设计与

制作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专科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获校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寝室长、

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2018学年获校二等奖学金、优秀班

干部、国家励志奖学金

爱好特长 画画和听歌

求职意向 影视后期制作



学校名称：宁波教育学院文教路校区 联系人：胡君鸿

办公电话：87224078

姓名 杨佳琪 性别 女 专业 新闻采编与制作

生源地 台州三门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

获奖情况

2017学年荣获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校级“先进个人”；

2017-2018学年荣获校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

好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文法系“先进个人”

爱好特长 摄像、唱歌

求职意向
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新闻宣传、新媒体运营、网络编

辑等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