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届专转本录取名单 

 

我校 2018 届五年制高职报名参加了江苏省五年一贯制“专转本”选拔考试，

共有 148 名同学被本科院校录取,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所在班级 所学专业 学生姓名 录取学校 录取专业 

1 51301 动漫设计与制作 姚进钰 南京晓庄学院 动画 

2 513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赵  刚 南京晓庄学院 软件工程 

3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王奕辉 金陵科技学院 旅游管理 

4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谢  妍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5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李效育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6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周唐利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余  芙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8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刘冰钰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9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曹艾力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10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顾希雅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11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徐晓轩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12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钟若婷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13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肖于娜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学 

14 51303 金融管理与实务 金  伟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会计学 

15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赵雅婷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16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单斯雯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17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余乐颖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18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王凌婷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19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林悦妍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20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邵韦佳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21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王晓璐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22 51304 金融管理与实务 黄蕴苒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23 51305 金融管理与实务 王晗蕾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24 51305 金融管理与实务 张建豪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25 51306 金融管理与实务 陈钰萱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26 51306 金融管理与实务 李艳羚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27 51306 金融管理与实务 刘  宇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28 51306 金融管理与实务 高  洁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29 51306 金融管理与实务 周  阳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0 51306 金融管理与实务 陶许梅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1 51307 财务管理 张悦琳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2 51307 财务管理 万  丽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3 51307 财务管理 朱丹妮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4 51307 财务管理 李  佳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5 51307 财务管理 何千野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36 51308 财务管理 夏心怡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7 51308 财务管理 夏佳雯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8 51308 财务管理 徐文倩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39 51308 财务管理 周枫原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40 51308 财务管理 冯俊秋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41 51308 财务管理 丁  宇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42 51308 财务管理 胡梦洁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43 51308 财务管理 陈秋轩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44 51308 财务管理 孟  维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45 51308 财务管理 何佳欣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46 51308 财务管理 柳宇睿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47 51308 财务管理 王  敏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48 51309 会    计 韩芙洋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49 51309 会    计 赵文倩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50 51309 会    计 胡青杨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51 51309 会    计 鲍  敏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52 51309 会    计 方  颖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53 51309 会    计 朱韵涵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54 51309 会    计 许苗苗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55 51309 会    计 徐寅瑶 淮阴工学院 秘书学 



 

56 51309 会    计 郑晓萱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57 51309 会    计 曹  祯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58 51309 会    计 郭倩雯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59 51309 会    计 胡靖宇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60 51310 会    计 梅  华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61 51310 会    计 沈冰冰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62 51310 会    计 曾炫琳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63 51310 会    计 吴旭冉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64 51310 会    计 许  欣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65 51310 会    计 宛玉洁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66 51310 会    计 何嘉琪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67 51310 会    计 孙泽鑫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68 51310 会    计 汪歆宇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69 51310 会    计 丁嘉羲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70 51310 会    计 王雪成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71 51310 会    计 刘新媛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72 51311 会    计 许津宇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3 51311 会    计 杨  帆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4 51311 会    计 韩伟逸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5 51311 会    计 周思颖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6 51311 会    计 王雅欣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7 51311 会    计 赵欣怡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8 51311 会    计 张淑娴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79 51311 会    计 徐梦瑶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80 51311 会    计 管  箐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81 51311 会    计 陈雅琪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82 51311 会    计 唐煜婷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83 51311 会    计 钱靖雯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84 51311 会    计 凌  昕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85 51312 会    计 韩雅琪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86 51312 会    计 祁  凡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87 51312 会    计 许文欣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88 51312 会    计 徐苏敏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89 51312 会    计 王  媛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0 51312 会    计 周玉洁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1 51312 会    计 林  倩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2 51312 会    计 王  苏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3 51312 会    计 汪  蓉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4 51312 会    计 孙昕怡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95 51313 会    计 陈  颖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6 51313 会    计 王禹彤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7 51313 会    计 韦  雨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8 51313 会    计 马怡雯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99 51313 会    计 徐安仪 金陵科技学院 财务管理 

100 51313 会    计 姜雨晴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101 51313 会    计 甘慧玲 南京晓庄学院 经济学 

102 51313 会    计 徐艺洋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103 51313 会    计 刘  茜 三江学院 财务管理 

104 13涉旅 涉外旅游 孙  艺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管理 

105 13涉旅 涉外旅游 朱文杰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管理 

106 13涉旅 涉外旅游 董晓萱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管理 

107 13涉旅 涉外旅游 李欣乐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管理 

108 13涉旅 涉外旅游 段宇君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管理 

109 13涉旅 涉外旅游 许  雯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管理 

110 13涉旅 涉外旅游 蔡广媛 南京晓庄学院 旅游管理 

111 13涉旅 涉外旅游 熊善微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112 13文秘 文    秘 杜  琳 南京晓庄学院 秘书学 

113 13文秘 文    秘 陈  瑞 南京晓庄学院 秘书学 

114 13文秘 文    秘 罗  馨 南京晓庄学院 秘书学 

115 13文秘 文    秘 王曼琦 南京晓庄学院 秘书学 



 

116 13文秘 文    秘 沈佩璇 南京晓庄学院 秘书学 

117 13文秘 文    秘 张雨庭 南京晓庄学院 秘书学 

118 13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王子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19 14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王雨萌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0 15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王舒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1 16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王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2 17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史小莉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3 18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孙佳璐 南京晓庄学院   

124 19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严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5 20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李海静 南京晓庄学院   

126 21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李婷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7 22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杨文婷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8 23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杨雨萱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29 24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邱奕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0 25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汪筱薇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1 26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张丹萍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2 27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张正月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3 28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张凯欣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4 29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范雨婷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5 30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郑晓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6 31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郑凌希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7 32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胡晓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8 33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钟其宁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39 34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贾琪琪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0 35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贾楚君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1 36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夏妍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2 37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夏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3 38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黄春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4 39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翟越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5 40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黎淑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6 41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潘宇岐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7 42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戴欣怡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48 43 小教英语 小教英语 张毓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