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22年“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录取名单（第二批）

志愿服务地 志愿服务单位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状态

南京市高淳区 砖墙镇 泰州学院 钱怡雯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砖墙镇（调剂） 宿迁学院 吴艳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砖墙镇 金陵科技学院 俞梦雪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古柏街道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黄真真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古柏街道 南京农业大学 杨蔚 女 补录

南京市高淳区 漆桥街道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唐堃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漆桥街道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韩夏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漆桥街道茅山村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刘盈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漆桥街道和平村（调剂） 南京中医药大学 赵恒苇 女 录取

南京市高淳区 桠溪街道 南京艺术学院 姜逸雯 女 录取

南京市江宁区 淳化街道办事处 中国药科大学 曾龙斌 男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东山街道办事处 南京林业大学 黄姝姝 女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东山街道办事处 河海大学 高磊 女 录取

南京市江宁区 谷里街道办事处 南京林业大学 黄婷 女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谷里街道办事处 南京林业大学 王宇萱 女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横溪街道办事处（调剂） 河海大学 夏星旖 女 录取

南京市江宁区 横溪街道办事处 南京林业大学 王惠达 男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横溪街道办事处（调剂） 南京农业大学 安鹏月 女 录取

南京市江宁区 江宁街道办事处 南京林业大学 薛云飞 男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江宁街道办事处（调剂） 河海大学 李永辰 男 录取

南京市江宁区 禄口街道办事处 盐城师范学院 常昕悦 女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禄口街道办事处（调剂） 南京农业大学 李晶晶 女 录取

南京市江宁区 禄口街道办事处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刘琦文 女 录取

南京市江宁区 麒麟街道办事处 中国药科大学 王欣悦 女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汤山街道办事处 宿迁学院 侯星宇 女 补录

南京市江宁区 团区委（调剂） 东南大学 卢柄霖 男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南京传媒学院 高宇梦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永阳街道 江苏师范大学 张甜甜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和凤镇乌飞塘社区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孙月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和凤镇毛公铺社区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秦雨薇 女 补录

南京市溧水区 和凤镇政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章隽咏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和凤镇政府 南京邮电大学 徐善 女 补录

南京市溧水区 和凤镇政府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孔群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和凤镇政府 徐州工程学院 杜凌燕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丁一丹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徐州工程学院 王志成 男 补录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南京邮电大学 张嘉龙 男 补录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卫云娟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南京邮电大学 胡仿婷 女 补录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河海大学 翦思朋 女 录取

南京市溧水区 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盛皖湘 女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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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六合区 雄州街道 南京晓庄学院 朱津池 男 补录

南京市六合区 冶山街道 三江学院 吴瑶 女 录取

南京市六合区 冶山街道 南京邮电大学 许旺 男 录取

南京市六合区 程桥街道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邸星星 女 录取

南京市六合区 龙池街道 金陵科技学院 管联浩 男 录取

南京市六合区 龙池街道 淮阴师范学院 许广云 男 录取

南京市六合区 金牛湖街道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陈冬旭 女 录取

南京市浦口区 桥林街道 南京工业大学 倪鑫 男 录取

南京市浦口区 永宁街道（调剂） 南京林业大学 钱瑾 女 录取

南京市栖霞区 八卦洲街道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朱靖雅 女 补录

南京市栖霞区 八卦洲街道 南京财经大学 张雨昕 女 录取

南京市栖霞区 农业农村局 南京财经大学 鲁祥龙 男 录取

南京市栖霞区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龙潭所 南京林业大学 郑逸腾 男 录取

无锡市滨湖区 滨湖区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彭亚美 女 录取

无锡市滨湖区 滨湖区 江南大学 徐成成 男 录取

无锡市滨湖区 滨湖区 无锡学院 毛跃君 女 录取

无锡市惠山区 惠山区（调剂） 徐州工程学院 周琛昊 男 录取

无锡市惠山区 惠山区（调剂） 南京邮电大学 薄伊玲 女 录取

无锡市惠山区 惠山区（调剂） 南京工程学院 毛颖慧 女 录取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 华庄街道 徐州工程学院 张雨辰 男 补录

无锡市锡山区 东亭街道办事处 无锡学院 赵欢 女 补录

无锡市新吴区 新吴区 南通大学 王岩 男 补录

无锡市新吴区 新吴区 无锡学院 路慧博 男 补录

无锡市宜兴市 和桥镇 常熟理工学院 陆祎洋 男 录取

徐州市丰县 中阳里街道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刘淑晴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孙楼街道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允允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常店镇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李彤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范楼镇 扬州市职业大学 庄小茹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欢口镇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刘畅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师寨镇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董婉颖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凤城街道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程奥 男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凤城街道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常昊 男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孙楼街道 江苏科技大学 乔乔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常店镇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海龙 男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大沙河镇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方楚敏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师寨镇 南京传媒学院 何雪媛 女 录取

徐州市丰县 华山镇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家良 男 录取

徐州市丰县 丰县初级中学 徐州工程学院 侯姗姗 女 补录

徐州市丰县 丰县实验小学 南京传媒学院 王叙森 男 录取

徐州市丰县 丰县实验小学 徐州工程学院 王梦雅 女 补录

徐州市丰县 丰县人民路小学 淮阴工学院 刘敏 女 录取

徐州市鼓楼区 高新区 扬州市职业大学 姬欠欠 女 录取

徐州市鼓楼区 黄楼街道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刘佳珺 女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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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鼓楼区 黄楼街道 扬州大学 袁婧欣 女 录取

徐州市鼓楼区 黄楼街道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张舒怡 女 录取

徐州市鼓楼区 牌楼街道 泰州学院 刘周洁 女 录取

徐州市鼓楼区 丰财街道 南京体育学院 李蕊 女 录取

徐州市鼓楼区 环城楼街道团工委 南京林业大学 胡迪 女 补录

徐州市贾汪区 潘安湖街道办事处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徐静怡 女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大泉街道办事处 苏州科技大学 孙明葳 女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双楼物流园区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周雨豪 男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王宝泰 男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乔傲峰 男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区商务局 南京林业大学 王睿璇 女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大洞山休闲度假区 江苏大学 崔雷雷 男 补录

徐州市贾汪区 徐州工业园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李点 女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徐州工业园区（调剂）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权雨蒙 女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双楼物流园区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蒋旭 男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现代农业示范区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付建国 男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潘安湖科教创新区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李明 男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高新区（筹）（调剂） 淮阴师范学院 战岩 女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高新区（筹） 三江学院 刘姊越 女 补录

徐州市贾汪区 高新区（筹）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解秋荣 女 录取

徐州市贾汪区 青山泉镇人民政府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张雅洁 女 补录

徐州市贾汪区 茱萸山街道办事处 江苏师范大学 朱向荣 男 补录

徐州市沛县 沛县青年志愿者协会（调剂）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王菲 女 录取

徐州市沛县 汉源街道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段玉洁 女 录取

徐州市沛县 沛城街道 徐州工程学院 孙江明 男 补录

徐州市沛县 张庄镇 扬州市职业大学 徐柯 男 录取

徐州市沛县 汉源街道 淮阴师范学院 马艳文 女 录取

徐州市沛县 鹿楼镇 南京体育学院 朱盎然 女 录取

徐州市沛县 安国镇（调剂）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吕永旺 男 录取

徐州市沛县 魏庙镇（调剂）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李雨璐 女 录取

徐州市邳州市 土山镇 徐州工程学院 宋海滨 男 补录

徐州市邳州市 东湖街道 盐城师范学院 左世臣 男 补录

徐州市邳州市 戴圩街道 徐州工程学院 王欣萍 女 补录

徐州市邳州市 戴圩街道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杜梦圆 男 录取

徐州市邳州市 官湖镇 徐州工程学院 杨文文 女 补录

徐州市邳州市 赵墩镇 南京工程学院 徐晟凯 男 补录

徐州市邳州市 赵墩镇 三江学院 杨涵 女 补录

徐州市邳州市 陈楼镇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程怀玉 男 录取

徐州市邳州市 议堂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赵浩志 男 录取

徐州市泉山区 泉山团区委（调剂）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张启铭 男 录取

徐州市泉山区 湖滨街道 江苏师范大学 孔子林 女 补录

徐州市泉山区 桃园街道（调剂）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王亚琳 女 录取

徐州市泉山区 段庄街道（调剂）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张明玥 女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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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泉山区 和平街道 南京晓庄学院 翟浩杰 男 补录

徐州市泉山区 翟山街道（调剂）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吴鈺鑫 男 录取

徐州市泉山区 和平街道（调剂） 南京晓庄学院 庞惠元 女 录取

徐州市泉山区 金山街道（调剂）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戴向如 女 录取

徐州市睢宁县 李集镇人社基层服务平台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曹耀丹 女 补录

徐州市睢宁县 桃园镇人民政府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付周 女 补录

徐州市睢宁县 岚山镇人民政府 南京邮电大学 史小巧 女 补录

徐州市睢宁县 睢宁县项目办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胡欣 女 补录

徐州市睢宁县 凌城镇林业指导站 南京工程学院 刘雨龙 男 补录

徐州市睢宁县 睢宁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桃园中队 （调剂）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茂 男 录取

徐州市睢宁县 桃园镇文化站（调剂）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玉祥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郑集镇人民政府 淮阴工学院 蔡艳艳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郑集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师范大学 宋凯歌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街道办 盐城工学院 曲琳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三堡街道办事处 金陵科技学院 金格伊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三堡街道办事处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子豪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棠张镇人民政府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刘惠文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棠张镇人民政府（调剂）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夏文静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汉王镇人民政府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谢世豪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新区街道办事处 南京财经大学 卢茹玉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郑集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师范大学 李杨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张集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办公室 淮阴工学院 鹿锦涛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街道办事处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陈子龙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街道办事处 徐州工程学院 侯俊茹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大彭镇人民政府 淮阴工学院 周雨婷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江苏师范大学 韩一鸣 男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汉王镇东沿村 江苏师范大学 董晓楠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新区街道二堡社区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凌玲 女 录取

徐州市铜山区 铜山区项目办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杨恒新 男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新店镇人民政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陈蔚 男 录取

徐州市新沂市 高流镇人民政府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何盈盈 女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双塘镇人民政府 徐州工程学院 陈珂 女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双塘镇人民政府 徐州工程学院 陈汗云 女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新安街道办事处（调剂） 江苏师范大学 雷舒畅 女 录取

徐州市新沂市 新安街道办事处（调剂）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曾凡子 男 录取

徐州市新沂市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徐州工程学院 段可铭 男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徐州工程学院 刘洋 女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港头镇人民政府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王敬尧 男 录取

徐州市新沂市 草桥镇人民政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巩悦 女 录取

徐州市新沂市 窑湾镇人民政府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晏雪 女 录取

徐州市新沂市 邵店镇人民政府 徐州工程学院 王闯 男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新安街道办事处 南通理工学院 赵子瑜 男 录取

徐州市新沂市 新安街道办事处 徐州工程学院 陈青 女 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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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新沂市 墨河街道办事处 徐州工程学院 陈正婷 女 补录

徐州市新沂市 合沟镇人民政府（调剂）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张传龙 男 录取

徐州市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商会（调剂） 中国矿业大学 孙子晨 男 录取

徐州市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商会（调剂） 徐州工程学院 李赵阳 男 录取

徐州市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调剂）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陈明雨 女 录取

徐州市徐州市 徐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徐州医科大学 庞放放 男 补录

徐州市云龙区 秋水湾青年志愿者素质拓展基地 江苏师范大学 刘园园 女 补录

徐州市云龙区 腾爱熊猫青年之家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谢欣然 女 补录

徐州市云龙区 腾爱熊猫青年之家 徐州工程学院 潘超煜 男 补录

徐州市云龙区 万有青年之家（调剂）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佟晓璐 女 录取

徐州市云龙区 青年人才驿站（调剂） 南京工业大学 殷雅琪 女 录取

徐州市云龙区 青年人才驿站（调剂） 南京林业大学 张迪 女 录取

徐州市云龙区 街道青年之家（调剂） 扬州大学 张思雨 女 录取

常州市经开区 丁堰街道办事处（调剂） 宿迁学院 周建 男 录取

常州市经开区 横山桥镇人民政府 南京工业大学 朱常生 男 录取

常州市经开区 遥观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理工学院 王林 女 录取

常州市溧阳市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天目湖镇、戴埠镇）（调剂） 南京工业大学 胡裕 男 录取

常州市溧阳市 经济开发区（上兴镇） 南京邮电大学 许昊 男 补录

常州市武进区 湟里镇 常州大学 徐世晔 女 录取

常州市新北区 春江街道（调剂） 常州工学院 韦文慧 女 录取

常州市新北区 高新区嘉壹度青年创业服务中心 （调剂） 南京林业大学 曹辰雯 女 录取

常州市新北区 罗溪镇（调剂） 江苏理工学院 曹思颖 女 录取

常州市新北区 西夏墅镇 江苏理工学院 张曙园 女 录取

常州市钟楼区 北港街道办事处 江苏理工学院 石先美 女 录取

常州市钟楼区 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常州大学 张铮 女 录取

常州市钟楼区 五星街道谭墅村（调剂） 江苏理工学院 张宇 女 录取

常州市钟楼区 五星街道新新村（调剂） 江苏理工学院 严慧 女 录取

常州市钟楼区 新闸街道办事处（调剂） 常州大学 苏越 女 录取

常州市钟楼区 永红街道办事处 江苏大学 商婷 女 录取

苏州市高新区 高新区团委高新区城乡局（乡村振兴办公室） 苏州科技大学 陆伊镭 男 录取

苏州市高新区 浒墅关经开区（镇） 苏州科技大学 许伊雯 女 录取

苏州市高新区 浒墅关经开区（镇） 苏州科技大学 万周媛 女 录取

苏州市昆山市 张浦镇人民政府 苏州科技大学 陆以恒 男 录取

苏州市昆山市 周庄镇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薛飞 男 录取

苏州市苏州市 苏州新兴青年发展服务中心 苏州大学 王雨筠 女 录取

苏州市太仓市 太仓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苏州大学 杨默涵 女 录取

苏州市吴江区 八坼街道办事处 常熟理工学院 沈文意 女 补录

苏州市吴江区 黎里镇人民政府 苏州大学 袁进 女 补录

苏州市吴江区 七都镇人民政府 苏州科技大学 陈红蓊 女 录取

苏州市吴中区 金庭镇人民政府 苏州城市学院 左梓萌 女 录取

苏州市相城区 相城区农业农村局（调剂） 苏州科技大学 李洋 男 录取

苏州市张家港市 张家港冶金园（锦丰镇） 南京财经大学 朱欣雨 女 录取

苏州市张家港市 张家港冶金园（锦丰镇） 常熟理工学院 沈依若 女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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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张家港市 张家港冶金园（锦丰镇）（调剂） 苏州科技大学 王楚怡 女 录取

苏州市张家港市 高新区（塘桥镇）韩山村（调剂） 常州大学 丁佳怡 女 录取

苏州市张家港市 高新区（塘桥镇）青龙村（调剂） 淮阴师范学院 赵姿锐 女 录取

苏州市张家港市 经开区（杨舍镇）善港村（调剂） 苏州大学 陈心怡 女 录取

苏州市张家港市 冶金园（锦丰镇）星火村（调剂） 苏州大学 夏琳 女 录取

南通市如东县 城中街道办事处 徐州工程学院 张颂颖 女 补录

南通市如东县 城中街道办事处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施清夷 女 补录

南通市如东县 城中街道办事处 常州大学 杨钦婷 女 补录

南通市如东县 岔河镇人民政府 南京林业大学 张天钰 女 补录

南通市如东县 长沙镇人民政府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朱苏夏 女 补录

南通市如东县 洋口镇人民政府 南通大学 苏雪阳 女 补录

南通市如东县 袁庄镇人民政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张淑雯 女 补录

南通市如东县 新店镇人民政府 南京农业大学 吴佳俊 男 录取

南通市如东县 共青团如东县委 盐城工学院 於刘盟 男 录取

连云港市东海县 石梁河镇人民政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辰 男 录取

连云港市赣榆区 墩尚镇人民政府（调剂）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马毓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赣榆区 金山镇人民政府 常州大学 秦浩格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赣榆区 塔山镇人民政府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王家发 男 录取

连云港市赣榆区 石桥镇人民政府 无锡太湖学院 姜真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赣榆区 青口镇人民政府 南京林业大学 苏梦真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封晓蝶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李集镇人民政府（调剂）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袁文杰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三口镇人民政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营杰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新集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杨闯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堆沟港镇人民政府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王蛟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张店镇人民政府（调剂） 宿迁学院 王焱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孟兴庄镇人民政府 扬州市职业大学 潘婧妍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田楼镇人民政府（调剂）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方春然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新安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陈鹏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南县 百禄镇人民政府 江苏师范大学 时梦颖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徐舒晴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调剂） 苏州城市学院 陈宏旭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杨集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董思铭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调剂） 常熟理工学院 王一凡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龙苴镇人民政府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张萌萌 女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小伊镇人民政府（调剂）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宋鑫旺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南岗镇人民政府（调剂）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星晨 男 录取

连云港市灌云县 灌云县东王集镇人民政府（调剂） 无锡太湖学院 印旭 男 录取

连云港市海州区 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浦工业园管理办公室 江苏海洋大学 茆云莲 女 补录

连云港市海州区 板浦镇（调剂） 宿迁学院 于尚月 女 录取

连云港市海州区 幸福路街道 常州大学 于子薇 女 录取

连云港市海州区 路南街道办事处 江苏海洋大学 马芷若 女 补录

连云港市海州区 花果山街道办事处 江苏海洋大学 徐富伟 男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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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海州区 宁海街道办事处（调剂） 江苏海洋大学 朱之好 男 录取

连云港市海州区 浦西街道办事处（调剂） 南京林业大学 周学文 女 录取

连云港市海州区 浦西街道办事处 江苏海洋大学 郭文婷 女 录取

连云港市海州区 区乡村振兴局（调剂） 江苏海洋大学 王思燕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连云港市 连云港团市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张步芹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连云区 连岛街道游客服务中心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薛静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连云区 高公岛街道经济发展中心（调剂）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杨博雯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连云区 墟沟街道经济发展中心（调剂） 淮阴师范学院 贾子晗 女 录取

连云港市连云区 板桥街道经济发展中心（调剂） 苏州城市学院 范玲玲 女 录取

淮安市洪泽区 洪泽团区委 盐城师范学院 余梦婷 女 补录

淮安市洪泽区 岔河镇人民政府 南通理工学院 陈欣冉 女 补录

淮安市洪泽区 蒋坝镇人民政府 常州大学 徐梦摇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淮安团区委 南京审计大学 邵文进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淮安团区委 淮阴师范学院 尹阎逸菲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河下街道办事处 金陵科技学院 汪坤 男 录取

淮安市淮安区 河下街道办事处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吴伟 男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河下街道办事处 淮阴工学院 王子怡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平桥镇人民政府 盐城师范学院 潘晶晶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石塘镇人民政府 淮阴师范学院 高菁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朱桥镇人民政府（调剂） 淮阴工学院 冒一天 女 录取

淮安市淮安区 车桥镇人民政府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许玲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车桥镇人民政府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许云蝶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车桥镇人民政府 淮阴工学院 韦婉婉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苏嘴镇人民政府 扬州市职业大学 姬定康 男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范集镇人民政府 淮阴工学院 李思宁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绿色建造产业园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邱天瑞 男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山阳街道办事处 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黄梦倩 女 补录

淮安市淮安区 淮城街道办事处 淮阴工学院 郭俊杰 男 录取

淮安市淮安市 团市委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周宏伟 男 录取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残联古清口残疾人之家 南京传媒学院 徐凌 女 补录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长江路街道12309检察为民服务中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王强 男 补录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王家营街道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淮阴师范学院 葛逸飞 男 补录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三树镇为民服务中心 淮阴师范学院 葛志鹏 男 补录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江路分局 无锡太湖学院 孙亚林 女 补录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长江路街道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调剂） 淮阴师范学院 王海宁 女 录取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王家营街道安监办 淮阴师范学院 胡永乾 男 补录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乡村振兴项目办 金陵科技学院 朱娇娇 女 录取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渔沟镇人民政府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宗文虎 男 录取

淮安市淮阴区 淮阴区丁集镇安监站 淮阴工学院 孙文宇 男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调剂） 南京晓庄学院 程薇 女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陈师街道办事处 淮阴师范学院 杨玉红 女 补录

淮安市涟水县 五港镇人民政府 苏州城市学院 朱心怡 女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五港镇人民政府（调剂） 淮阴师范学院 倪梓然 男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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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涟水县 岔庙镇人民政府 淮阴工学院 周莹 女 补录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经济开发区（调剂） 南京传媒学院 白天昊 男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经济开发区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吕滟枝 女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淮阴师范学院 何月 女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泓翔 男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高沟镇人民政府 淮阴师范学院 李婷婷 女 补录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团县委 徐州工程学院 丁恒霞 女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县妇女联合会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张雅倩 女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红窑镇人民政府 淮阴师范学院 孙雨轩 女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红窑镇人民政府（调剂） 南京晓庄学院 徐善蒲 男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涟城街道办事处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潘昌飞 男 录取

淮安市涟水县 涟水经济开发区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刘衡 女 录取

淮安市清江浦区 黄码镇人民政府 南通大学 段德健 男 补录

淮安市清江浦区 黄码镇人民政府 淮阴工学院 夏盼 女 补录

淮安市清江浦区 闸口街道办事处 江苏海洋大学 唐远 女 补录

淮安市清江浦区 淮海街道办事处 南京体育学院 嵇静 女 补录

淮安市清江浦区 清江浦区黄码镇人民政府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袁童童 男 补录

淮安市清江浦区 清江浦区武墩街道办事处 淮阴师范学院 杜明昕 男 补录

盐城市滨海县 蔡桥镇人民政府 南京传媒学院 陶耀泽 女 录取

盐城市滨海县 正红镇人民政府 宿迁学院 李思玥 女 录取

盐城市滨海县 通榆镇人民政府 金陵科技学院 陈有为 男 录取

盐城市滨海县 滨海县农业园区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骆悦 女 录取

盐城市滨海县 滨海团县委 苏州城市学院 陈威 男 录取

盐城市大丰区 草堰镇人民政府 南通理工学院 刘永轩 男 录取

盐城市大丰区 丰华街道办事处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秦怡 女 录取

盐城市大丰区 刘庄镇人民政府 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 朱唯 女 录取

盐城市大丰区 万盈镇人民政府 宿迁学院 卞思琪 女 补录

盐城市阜宁县 板湖镇人民政府（调剂） 常州工学院 羊洋 男 录取

盐城市阜宁县 陈集镇人民政府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管晓敏 女 录取

盐城市阜宁县 益林镇人民政府（调剂） 常熟理工学院 吴佳佳 女 录取

盐城市建湖县 庆丰镇人民政府（调剂） 南通理工学院 周玥 女 录取

盐城市建湖县 高作镇人民政府（调剂） 盐城工学院 黄乔乔 女 录取

盐城市建湖县 冈西镇人民政府 南通大学 章烨 女 录取

盐城市建湖县 共青团建湖县委员会 江苏师范大学 王紫英 女 录取

盐城市射阳县 海河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师范大学 孙志鹏 男 录取

盐城市射阳县 新坍镇人民政府（调剂） 扬州大学 季文静 女 录取

盐城市射阳县 特庸镇人民政府 盐城工学院 张莉苑 女 录取

盐城市射阳县 千秋镇人民政府（调剂） 南通大学 孙翰 男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盐东镇政府 苏州科技大学 唐倩倩 女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黄尖镇政府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卞汉云 女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黄尖镇政府 三江学院 彭明一 女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亭湖团区委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杨毅 女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文峰街道办事处 徐州工程学院 张婷 女 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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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亭湖区 先锋街道办事处 无锡太湖学院 柏凯 男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毓龙街道办事处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孙铭 男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盐城市亭湖区团委 盐城师范学院 严淇 女 录取

盐城市亭湖区 大洋街道办事处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吴迪 男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团县委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王磊 女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小尖镇人民政府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孔苏苏 女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团县委（调剂）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季璇 女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团县委（调剂）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赵办 男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团县委（调剂）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韩旭 女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调剂） 盐城工学院 刘宝文 男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万仕宸 男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响水镇人民政府（调剂） 三江学院 卞云 女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运河镇人民政府（调剂）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胡雨婷 女 录取

盐城市响水县 小尖镇人民政府（调剂）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赵晓草 女 录取

盐城市盐城市 盐城团市委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胡宽 男 录取

盐城市盐城市 盐城市文明办 盐城工学院 吴燕 女 录取

盐城市盐城市 共青团盐城市委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雍杰 男 录取

盐城市盐城市 盐城市妇联（调剂） 徐州工程学院 陆丽坤 女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盐都区大纵湖镇人民政府 南通理工学院 姜健军 男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龙冈镇人民政府（调剂） 盐城工学院 胡欣雨 女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潘黄街道办事处 盐城工学院 孙励文 女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潘黄街道办事处（调剂）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史玮 男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大纵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调剂） 常熟理工学院 杭美玲 女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张庄街道办事处（调剂）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徐静瑶 女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张庄街道办事处 盐城工学院 杨昆 男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共青团盐城市盐都区委员会 南京传媒学院 崔俊 男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大纵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盐城工学院 李昕凯 男 录取

盐城市盐都区 盐龙街道办事处 南京林业大学 洪茂华 女 录取

扬州市宝应县 宝应县项目办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唐慧璇 女 补录

扬州市宝应县 安宜镇人民政府 苏州大学 袁航 男 补录

扬州市宝应县 泾河镇人民政府 常熟理工学院 陈晓闻 男 补录

扬州市高邮市 送桥镇人民政府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蓝晶星 男 补录

扬州市广陵区 广陵区项目办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皇甫晨璇 女 补录

扬州市广陵区 东关街道办事处 江苏海洋大学 高雪 女 补录

扬州市广陵区 文峰街道办事处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顾小敏 女 补录

扬州市广陵区 汶河街道办事处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周魏巍 女 补录

扬州市邗江区 杨寿镇人民政府 江苏海洋大学 车明璐 女 补录

扬州市邗江区 竹西街道办事处 淮阴工学院 李雨聪 男 补录

扬州市江都区 邵伯镇人民政府 南京工业大学 任智 男 补录

扬州市开发区 朴席镇人民政府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钱蔚 男 录取

扬州市仪征市 青山镇人民政府 江苏海洋大学 顾辰阳 男 补录

扬州市仪征市 新集镇人民政府 南京邮电大学 杨晶鑫 女 补录

扬州市仪征市 新城镇人民政府 南京邮电大学 杨璐 女 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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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阳市 访仙镇人民政府（调剂）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李一 女 录取

泰州市海陵区 城东街道 泰州学院 陆晶晶 女 录取

泰州市海陵区 罡杨镇 江苏大学 于晨阳 男 录取

泰州市海陵区 华港镇 泰州学院 金琦玮 女 录取

泰州市海陵区 京泰路街道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吴俊鹏 男 录取

泰州市海陵区 九龙镇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宁静远 男 录取

泰州市海陵区 九龙镇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窦英淦 男 录取

泰州市姜堰区 姜堰团区委 泰州学院 张昊 男 录取

泰州市姜堰区 顾高镇 江苏理工学院 张文倩 女 录取

泰州市姜堰区 蒋垛镇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雍雨轩 女 录取

泰州市姜堰区 罗塘街道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韩越 男 补录

泰州市靖江市 西来镇 盐城师范学院 陈煜 女 录取

泰州市靖江市 东兴镇 泰州学院 严华龙 男 录取

泰州市靖江市 生祠镇 宿迁学院 吕芸 女 录取

泰州市靖江市 靖城街道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刘宇笑 女 录取

泰州市靖江市 新桥镇（调剂） 泰州学院 周静文 女 录取

泰州市泰兴市 河失镇 南京传媒学院 周逸钊 男 录取

泰州市泰兴市 根思乡 常熟理工学院 邵琪 女 录取

泰州市泰兴市 古溪镇 苏州大学 曹可 女 录取

泰州市泰兴市 虹桥镇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冯佳怡 女 录取

泰州市泰兴市 宣堡镇 泰州学院 范硕 男 录取

泰州市泰兴市 宣堡镇 南京中医药大学 张燕 女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沈伦镇 三江学院 顾艳 女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林湖乡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陆纬 男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周庄镇 南京艺术学院 金玉阳 男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昭阳街道 盐城工学院 沈悦 女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昭阳街道 宿迁学院 潘诗芸 女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昌荣镇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王灿 女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戴南镇 淮阴工学院 李宇轩 男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戴南镇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邹舟 女 补录

泰州市兴化市 海南镇 苏州科技大学 姚佳美 女 录取

泰州市兴化市 兴东镇 盐城师范学院 付媛媛 女 录取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刁铺街道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叶林 女 补录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口岸街道 泰州学院 夏涵 女 录取

宿迁市沭阳县 耿圩镇 三江学院 潘菁菁 女 录取

宿迁市沭阳县 钱集镇 三江学院 周若琪 女 录取

宿迁市沭阳县 七雄街道 南通理工学院 魏诗璇 女 录取

宿迁市沭阳县 马厂镇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王静 女 录取

宿迁市沭阳县 马厂镇 南京林业大学 安雨亭 女 录取

宿迁市沭阳县 庙头镇 南京晓庄学院 孙淑雯 女 录取

宿迁市泗洪县 梅花镇人民政府 南京林业大学 王靖萱 女 补录

宿迁市泗洪县 朱湖镇人民政府 徐州工程学院 唐振翔 男 补录

宿迁市泗洪县 界集镇人民政府 南京林业大学 吴梦达 男 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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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泗洪县 半城镇人民政府 徐州工程学院 石丽媛 女 补录

宿迁市泗洪县 孙园镇人民政府 宿迁学院 李明亮 男 补录

宿迁市泗阳县 临河镇（调剂） 徐州工程学院 蔡东华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泗阳团县委 淮阴工学院 倪睿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爱园镇 宿迁学院 李晶 女 补录

宿迁市泗阳县 爱园镇 宿迁学院 刘廷鉴 男 补录

宿迁市泗阳县 三庄镇（调剂） 盐城师范学院 相苏纹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裴圩镇（调剂） 淮阴师范学院 钱怡馨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裴圩镇 南通理工学院 戴雯杰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新袁镇（调剂） 南京工业大学 王靖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王集镇（调剂） 南京艺术学院 裴昕宇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卢集镇（调剂） 苏州科技大学 孙婷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卢集镇 宿迁学院 蒋玖凤 女 补录

宿迁市泗阳县 庄圩乡（调剂） 宿迁学院 林琳 女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庄圩乡（调剂）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谢昕洋 男 录取

宿迁市泗阳县 临河镇（调剂） 江苏海洋大学 倪经纬 男 录取

宿迁市宿城区 宿城团区委 淮阴工学院 袁藤 男 补录

宿迁市宿城区 宿城团区委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徐暑暑 女 补录

宿迁市宿城区 蔡集镇人民政府 宿迁学院 傅广宇 男 补录

宿迁市宿城区 中扬镇人民政府 宿迁学院 姜倩 女 补录

宿迁市宿城区 双庄街道办事处（调剂） 南京邮电大学 胡苏吉 女 录取

宿迁市宿城区 河滨街道党工委 徐州工程学院 张畅 女 补录

宿迁市宿迁市 宿迁市项目办（调剂） 江苏科技大学 胡世杰 男 录取

宿迁市宿迁市 宿迁市青少年宫（调剂）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沙成杰 女 录取

宿迁市宿迁市 宿迁市委机关工委 南京师范大学 范子枫 女 录取

宿迁市宿迁市 宿迁市红十字会（调剂） 南京传媒学院 刘轶轩 男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宿豫区项目办 南京晓庄学院 王晶晶 女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下相街道 盐城师范学院 胡可昕 女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曹集乡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徐畅 男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曹集乡 宿迁学院 张莉 女 补录

宿迁市宿豫区 仰化镇 宿迁学院 柴婉蓉 女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仰化镇 南京工业大学 彭斌 女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大兴镇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张践 男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新庄镇 淮阴工学院 王宁 男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来龙镇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周复景 女 录取

宿迁市宿豫区 电商园区 宿迁学院 任源 男 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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