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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柳阳树 刘文龙 韩学颖 于桂芬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浩然 蒋权 武新 周际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孙磊  徐忠凯 韩全威 唐晓棠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单富浩 刘世龙 陈绍宽 庄建伟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袁家齐 赵晨宇 秦一博  翁倩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崔宏源  吕文泽 杨明 李蒙杉 辽宁职业学院

刘敏 赵阔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王然 张明艳 大连枫叶职业技术学院

张淼 赵阔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佟芷仪 孔涛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于蓝蓝 任斐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王静 李爱红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晓彤 张宇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顾跃佳 张荣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刘丹 李岩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刘婧晗 赵卓 辽宁职业学院

梁晓靓 石晓楠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王楠 李明臣 辽宁工程职业学院

一等奖 贾梦博 韩春威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二等奖 原帅 温泉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张智源 温泉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张俊洋 王爽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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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高莹 付丹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高宏岩 于旭霞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尹凤明 田宏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刘红朋 高波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周子晗 陈磊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关铭宇 肖萍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高祎凡 林晓萍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金雨林 孙丽军 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

牛佳琪 任舒燕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闫帅、李孝波 李岩、刘丹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刘新怡、杨旭滨 李鑫、沈洁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王凯、张灿 佟安娜、盛婷婷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尹英、孙丽丹 刘丹、李岩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樊富丽、李雨晴 李辉、郭丽辉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柠、斯琴花 孙晔、高婧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刘露、孙瑞婕 杨红艳、张亚军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钰、王丹妮 唐丽娟、马一芒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李云飞、喻正春 史云虹、苏艳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杨婉莹、崔津畅 宋园园、陈昊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奖 李宏健、朱玺、池春奇 张程光、姜春霞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王星宇、李智博、张兵 孙刚、褚云博 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王月鑫、殷加林、许文扬 杨翠青、陈宏涛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交通运输 轨道车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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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 杨富壹 韩洋洋 刘宏宇 王桂华、伍俊华 辽东学院

柳成行 刘悦 张超 路畅 王佳、王姝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孙永伟 王佳程 蔡英杰 赵志颖 吴娜娜、陈姝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苏思慧 刘会珠 姜明珠 游颖 宋红尔、吴爽 辽宁理工学院

刘子津 王赫 郑思妤 侯长权 寇鹏、何红飞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冯晨晨 房键 杨壹婷 胡晓蓓 张媛、鲍月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永超 翟睿 陈紫晴 宋雪 孙怀忠 辽宁职业学院

黄帅 王羿苹 李程程 张继元 程虹、李爱红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邓笑研 魏来 王学恺 毛德春 石玉杰 辽宁职业学院

李显阳 袁泽宇 孙术 陈禹升 刘秀英、薛丹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何鹏 孟庆佳 郜文龙 张雨生 王昕、李倩倩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于海龙 李欣航 孟丹王浩楷 张悦、鲁艺伟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宋昕彤 陶萍 姜惠 李鑫 薛丹、刘秀英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李沛轩 岳晓菲 张月谌 毕雨琳 寇晓虹、于泽楠 沈阳工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胡晶晶 谢东霖 张诗哲 费嘉宜 严霓、韩兴国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杜明源 李振群 王吉 叶猛 李倩倩、王昕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

徐佳慧 孔洋 姜瑛迪 张思雨 王金嵩、吴婷婷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何玉海 李斌 史广达 胡洁滢 李红艳、王苍林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邵力斌 孙苑馨 邹鑫蕊 王晓晨 孙家能、荣维连 辽东学院

刘倩雯 曹璐 王艺桦 范潆艺 于泽楠、寇晓虹 沈阳工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吕娅琴 林家旺 杨雨森 邵晓丽 程虹、王潇潇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肖尊奇 王诗婷 翟若涵 王权 王佳、王姝 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钟雅惠 庞思宇 刘家玮 石常鑫 张俊松、项娜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福杰 马驰 王逸民 靳明宇 李斌、刘春华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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