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高职提前招生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所在中学 考生类型 总成绩 录取专业

1 21338502150215 周诚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7 新能源汽车技术

2 21338502150256 李恒朝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7 新能源汽车技术

3 21332917150293 陈宏伟 男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普高招生 140 新能源汽车技术

4 21333207140020 蔡维炀 男 平阳县新鳌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9.4 新能源汽车技术

5 21338007150246 金路凯 男 临海市白云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8 新能源汽车技术

6 21335409150114 张力天 男 浙江省诸暨市越兴中学 普高招生 153.2 新能源汽车技术

7 21338103150080 陈炫丞 男 台州市宁溪中学 普高招生 153.1 新能源汽车技术

8 21334602150323 鲁旭东 男 长兴县金陵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2 新能源汽车技术

9 21338502150231 金敬财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9.8 新能源汽车技术

10 21336419150099 王尧铄 男 衢州市仲尼中学 普高招生 149 新能源汽车技术

11 21335411151443 陈永缘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48.4 新能源汽车技术

12 21333212150155 周志昌 男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中 普高招生 148 新能源汽车技术

13 21338810130114 丁铃萱 男 台州市实验中学 普高招生 147 新能源汽车技术

14 21338103150085 王鹏 男 台州市宁溪中学 普高招生 147 新能源汽车技术

15 21336419130024 童喆炎 男 衢州市仲尼中学 普高招生 146.2 新能源汽车技术

16 21334309150125 杨宏华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普高招生 143.5 新能源汽车技术

17 21338216150059 叶琦豪 男 温岭市书生中学 普高招生 143.1 新能源汽车技术

18 21338502150249 祁博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3 新能源汽车技术

19 21338827150291 谢逸阳 男 台州市外国语学校 普高招生 142.7 新能源汽车技术

20 21331117130187 蔡泽庆 男 余杭区杭州二中树兰实验学校 普高招生 142.5 新能源汽车技术

21 21335409150077 郑宇锋 男 浙江省诸暨市越兴中学 普高招生 141.5 新能源汽车技术

22 21338007150050 卢宇耀 男 临海市白云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1 新能源汽车技术

23 21333604150417 杨世权 男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0.9 新能源汽车技术

24 21335534130039 项申奥 男 金华市云富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71.1 新能源汽车技术

25 21334006150484 吴杭辉 男 海宁市宏达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70.5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 21336012150074 陆科吉 男 东阳市利民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68.9 新能源汽车技术

27 21338502150197 陈毅杨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67.3 新能源汽车技术

28 21334309150101 王鹏飞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普高招生 167.2 新能源汽车技术

29 21334308150205 胡彦涛 男 湖州市双林中学 普高招生 166.1 新能源汽车技术

30 21338502150091 陈逸凡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65 新能源汽车技术

31 21336502150505 李黄伟 男 衢州市衢江区杜泽中学 普高招生 163.7 新能源汽车技术

32 21332204150110 朱涵予 男 象山县西周中学 普高招生 163.5 新能源汽车技术

33 21339509150314 丰政昊 男 义乌市第六中学 普高招生 163.5 新能源汽车技术

34 21337506150093 丁军凯 男 缙云县朝晖外国语学校 普高招生 162.4 新能源汽车技术

35 21338214150064 潘玮琪 男 温岭市之江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61 新能源汽车技术

36 21338014150272 朱一阳 男 临海市灵江中学 普高招生 158.5 新能源汽车技术

37 21338408150021 庞锴 男 天台县青梅中学 普高招生 158.2 新能源汽车技术

38 21335411150966 林郁翔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57.1 新能源汽车技术

39 21334309150090 计怡杰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普高招生 157 新能源汽车技术

40 21330705150422 郑龙 男 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4.5 新能源汽车技术

41 21336803150044 朱俊伟 男 开化县华埠中学 普高招生 72 网络新闻与传播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所在中学 考生类型 总成绩 录取专业

42 21337401150534 陈玟涵 女 庆元中学 普高招生 68 网络新闻与传播

43 21334504150121 王然羽 男 德清县求是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64 网络新闻与传播

44 21338408150065 洪璐瑶 女 天台县青梅中学 普高招生 60 网络新闻与传播

45 21331205130072 袁楷然 男 建德市育才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8.2 网络新闻与传播

46 21338502150257 鲁佳宝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7.6 网络新闻与传播

47 21338215150111 李雨侬 女 温岭市温中双语学校 普高招生 147.1 网络新闻与传播

48 21335411150774 陈佳玟 女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46.9 网络新闻与传播

49 21335406150059 金铭 女 诸暨市湄池中学 普高招生 146.6 网络新闻与传播

50 21330906130182 蒋东杰 男 富阳区实验中学 普高招生 142.7 网络新闻与传播

51 21334603150841 陆皓添 男 长兴县华盛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6.2 网络新闻与传播

52 21330141150025 王竣 男 杭州西子实验学校 普高招生 177.8 网络新闻与传播

53 21338304150077 李莹莹 女 仙居宏大中学 普高招生 173.4 网络新闻与传播

54 21338704150310 郑宁迎 女 台州市金清中学 普高招生 171.7 网络新闻与传播

55 21334307150278 罗佳莹 女 湖州市南浔中学 普高招生 168.2 网络新闻与传播

56 21338304150076 李诗琪 女 仙居宏大中学 普高招生 164.4 网络新闻与传播

57 21331006150217 林靖平 男 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 普高招生 163 网络新闻与传播

58 21335103150145 李程辉 男 绍兴市上虞区丰惠中学 普高招生 160.5 网络新闻与传播

59 21335403150023 杨琭婕 女 诸暨市学勉中学 普高招生 159.9 网络新闻与传播

60 21330705150036 钱睿 男 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9.1 网络新闻与传播

61 21335411150601 章恩豪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58.6 网络新闻与传播

62 21333212150145 杨博 男 平阳县万全综合高中 普高招生 158 网络新闻与传播

63 21337516140023 林秀秀 女 缙云县仙都中学 普高招生 157.6 网络新闻与传播

64 21338827150375 陈言奇 男 台州市外国语学校 普高招生 156.8 网络新闻与传播

65 21335411150938 金万舒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56.2 网络新闻与传播

66 21335411151124 苗雨乐 女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55.3 网络新闻与传播

67 21335409150066 王魏琪 男 浙江省诸暨市越兴中学 普高招生 155 网络新闻与传播

68 21338014150265 林佳赫 女 临海市灵江中学 普高招生 154.5 网络新闻与传播

69 21335411151087 金栋梁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53.9 网络新闻与传播

70 21330805150032 潘佳瑶 女 桐庐杭州传媒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3.3 网络新闻与传播

71 21335409150034 马珊珊 女 浙江省诸暨市越兴中学 普高招生 149.9 网络新闻与传播

72 21332104150107 毛梦凡 女 奉化市江口中学 普高招生 149.2 网络新闻与传播

73 21335411130212 黄丽玫 女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68 工商企业管理

74 21334311150220 李玥燃 女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普高招生 68 工商企业管理

75 21332102150067 韦达 男 奉化市第二中学 普高招生 64 工商企业管理

76 21335411150852 黄家祺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60 工商企业管理

77 21335411150720 陈亚特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60 工商企业管理

78 21335411150739 周展昊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7.8 工商企业管理

79 21335204150273 方重超 男 嵊州市长乐中学 普高招生 136.6 工商企业管理

80 21335411150829 戚丁木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3.9 工商企业管理

81 21337102150182 黄嘉浩 男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3.7 工商企业管理

82 21335411150748 吴健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3.6 工商企业管理

83 21335405150823 周联 男 诸暨市草塔中学 普高招生 133.6 工商企业管理

84 21335411150475 顾玲嘉 女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2.8 工商企业管理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所在中学 考生类型 总成绩 录取专业

85 21335406150049 詹仕浩 男 诸暨市湄池中学 普高招生 132.8 工商企业管理

86 21335411150834 陈屿恒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2.1 工商企业管理

87 21335411150633 周聖凯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2.1 工商企业管理

88 21332306150030 刘浩楠 男 宁海县正学中学 普高招生 130.4 工商企业管理

89 21335411150837 孙燕 女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0.3 工商企业管理

90 21335206150198 张续 男 嵊州市三界中学 普高招生 156 工商企业管理

91 21338209150258 刘晓珺 女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泽国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5.4 工商企业管理

92 21334603150861 彭伟健 男 长兴县华盛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3.4 工商企业管理

93 21338408150076 裘天强 男 天台县青梅中学 普高招生 150.2 工商企业管理

94 21335409150035 侯思颖 女 浙江省诸暨市越兴中学 普高招生 147.2 工商企业管理

95 21335411151148 毛金京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46.8 工商企业管理

96 21337102150098 赵顾扬 男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5.7 工商企业管理

97 21331006150250 戴栩淇 男 杭州天目外国语学校 普高招生 144 工商企业管理

98 21338502150254 缪紫琴 女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4 工商企业管理

99 21334704150132 赵建树 男 安吉县上墅私立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3.4 工商企业管理

100 21335411151144 陈杭杰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43 工商企业管理

101 21335411150618 蒋铠裕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41.7 工商企业管理

102 21338407150005 叶子怡 女 天台县培新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9.8 工商企业管理

103 21338408150022 施海霞 女 天台县青梅中学 普高招生 139.5 工商企业管理

104 21338502150138 张峰 男 三门县亭旁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39.4 工商企业管理

105 21335411150762 朱秉鑫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38.9 工商企业管理

106 21336419150163 吴文杰 男 衢州市仲尼中学 普高招生 138.8 工商企业管理

107 21338224150116 郑淇丹 女 温岭市育才学校 普高招生 149.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08 21335409150170 张锦栋 男 浙江省诸暨市越兴中学 普高招生 149.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09 21336908150115 王昱晨 男 江山市清湖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9.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0 21330905150216 蔡富阳 男 富阳区场口中学 普高招生 148.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1 21331205150095 叶安逸 男 建德市育才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48.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2 21338703150326 罗丞冶 男 台州市新桥中学 普高招生 155.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3 21332917150197 周泽圣 男 乐清市虹桥中学分校 普高招生 154.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4 21333007150104 李炳淦 男 永嘉县楠江中学 普高招生 154.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5 21335403150300 何奇樑 男 诸暨市学勉中学 普高招生 153.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6 21335406150103 赵坤 男 诸暨市湄池中学 普高招生 153.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7 21338408150024 夏彬楠 男 天台县青梅中学 普高招生 15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8 21331629150097 李佳顺 男 宁波至诚学校 普高招生 152.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19 21330705150176 张诗杨 男 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2.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0 21335532150786 陈袁豪 男 金华市江南中学 普高招生 151.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1 21335708150075 郑晨溪 女 浙江省兰溪市游埠中学 普高招生 150.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2 21335404150075 王材文 男 浙江省诸暨市浬浦中学 普高招生 150.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3 21337102150123 金明磊 男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4 21336606150060 娄宪梓 男 龙游县横山中学 普高招生 176.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5 21335534130038 赵梓涵 男 金华市云富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7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6 21335404150403 葛蓓蕾 女 浙江省诸暨市浬浦中学 普高招生 169.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7 21335404150097 边依楚 女 浙江省诸暨市浬浦中学 普高招生 168.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所在中学 考生类型 总成绩 录取专业

128 21335411150640 杨何钢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68.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29 21330705150401 张柯杰 男 杭州市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67.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0 21332204150142 李晨浩 男 象山县西周中学 普高招生 165.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1 21331908150075 王宇扬 男 慈溪市周巷中学 普高招生 165.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2 21338408150038 余卫萍 女 天台县青梅中学 普高招生 164.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3 21338404150034 金文涛 男 天台育英中学 普高招生 164.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4 21335206150269 吕维富 男 嵊州市三界中学 普高招生 163.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5 21332913150142 陈镇宇 男 外国语 普高招生 163.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6 21330709150124 沈能伟 男 杭州市萧山区第十一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63.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7 21330903130013 解宇杭 男 富阳区新登中学 普高招生 162.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8 21332104150415 吴世捷 男 奉化市江口中学 普高招生 162.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39 21335411151082 陈宇琪 男 诸暨荣怀学校 普高招生 162.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0 21335404150460 徐梵 男 浙江省诸暨市浬浦中学 普高招生 161.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1 21331670150012 吴丹蓥 女 宁波市东海舰队子女学校 普高招生 160.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2 21335104140003 丁柯聪 男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中学 普高招生 160.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3 21336606150067 何骏豪 男 龙游县横山中学 普高招生 158.6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4 21331630150042 范豪杰 男 宁波神舟学校 普高招生 158.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5 21334309150072 展瑞博 男 湖州市练市中学 普高招生 156.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6 21330802150176 潘紫萱 女 浙江省桐庐分水高级中学 普高招生 155.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7 21330103117154 华一鸣 男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单独考试招生 86.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48 21338025117049 杨云峰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86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49 21332308117009 林旭敏 男 宁海县技工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84.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0 21338025117052 叶阳洋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84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1 21338025117004 王一鸣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83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2 21338025117053 陈加豪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81.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3 21338025117047 罗举贵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74.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4 21338025117048 吴陈聪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73.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5 21338025117062 陶欣鑫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54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6 21332308117031 陈晋晋 男 宁海县技工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52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7 21338025117045 周荣祖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9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8 21338025117036 陈翔宇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94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59 21330103117181 卢庭安 男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单独考试招生 92.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0 21338025117044 蒋海亮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86.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1 21332581117125 李正兴 男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90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2 21331633117621 崔亚豪 男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单独考试招生 158.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3 21337202117013 张振 男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45.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4 21332105117006 毛宋涛 男 奉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41.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5 21337006117023 胡根成 男 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 单独考试招生 140.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6 21332105117029 董学庆 男 奉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38.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7 21337202117020 郑瑞杰 男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20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8 21332105117008 吕俊超 男 奉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13.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69 21338025117019 李硕辉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11.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0 21338025117051 蔡屹晨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08.5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序号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所在中学 考生类型 总成绩 录取专业

171 21338025117046 金凯峰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03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2 21338025117043 陈玺宇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03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73 21333124112020 倪倩倩 女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69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4 21338025112022 黄侦秀 女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99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5 21338025112025 马姝菲 女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86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6 21338025112002 阮康凯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52.5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7 21338025112012 李彩红 女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40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8 21338025112009 虞金佳 女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30 汽车营销与服务

179 21338025112015 冯星宇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17 汽车营销与服务

180 21338025112016 应益军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13.5 汽车营销与服务

181 21338025112019 林帅辰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03 汽车营销与服务

182 21338025112017 金泽宇 男 临海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00 汽车营销与服务

183 21337507102107 叶展宏 男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97.5 工业机器人技术

184 21333310102168 吴世豪 男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49.5 工业机器人技术

185 21332610102045 于定明 男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29 工业机器人技术

186 21333112102083 吴豪 男 瑞安市开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14 工业机器人技术

187 21333112102074 何靖彬 男 瑞安市开元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 107.5 工业机器人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