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X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第九期线上师资培训考核合格名单
（考生排名无先后，数据依次按“省份”、“院校”、“姓名”拼音升序排列）

序号 省份 院校 姓名 uid 考试成绩

1 安徽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晶晶 1692737 优秀

2 安徽 安徽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永馨 1692184 合格

3 安徽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赵立阳 1683323 合格

4 安徽 安徽能源技术学校 胡月 1693232 优秀

5 安徽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 吴志鹏 1692696 合格

6 安徽 合肥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胡义飞 1395661 优秀

7 安徽 合肥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魏静 1396038 优秀

8 安徽 合肥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周飞 1692540 优秀

9 福建 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 李意豪 1693239 优秀

10 福建 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 李振涵 1138098 优秀

11 福建 福建省湄洲湾职业技术学校 林晨 1693248 合格

12 福建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谢秋钊 1172479 优秀

13 福建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苏彦 1693082 优秀

14 福建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郑彦 1693076 合格

15 福建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郑雪玲 1320944 合格

16 福建 厦门南洋学院 双巧 1691906 优秀

17 福建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陈少燕 1677073 优秀

18 福建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欧阳梅玲 1674217 优秀

19 福建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朱育林 182509 合格

20 甘肃 华亭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彤彤 1693112 合格

21 甘肃 华亭县职业教育中心 杨翠霞 1693171 合格

22 甘肃 礼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小娟 1632324 优秀

23 甘肃 礼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紫平 1631687 优秀

24 甘肃 永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牛志芹 918124 优秀

25 广东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庄蓁蓁 1643896 优秀

26 广东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吴浩 868522 合格

27 广东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何峥 1662263 优秀



序号 省份 院校 姓名 uid 考试成绩

28 广西 百色学院 董云 1081807 优秀

29 广西 百色职业学院 张春燕 543329 合格

30 广西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李夏静 986077 优秀

31 广西 岑溪市中等专业学校 欧世金 645933 优秀

32 广西 广西宾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覃慧 665546 合格

33 广西 广西桂林商贸旅游技工学校 朱香 507597 合格

34 广西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李文灵 1411645 优秀

35 广西 广西机电工程学校 谭焱 1692099 优秀

36 广西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张宁 1692273 优秀

37 广西 广西经济职业学院 石流沙 1683595 优秀

38 广西 广西容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黎清兰 1503867 合格

39 广西 广西商业高级技工学校 张黎莉 1114377 优秀

40 广西 广西商业学校 黄浩林 1691956 优秀

41 广西 广西商业学校 赵俊胜 1521616 优秀

42 广西 广西梧州农业学校 黄冬冬 1330572 合格

43 广西 南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 杨蓝 1692881 优秀

44 广西 平南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邓晓凤 1213555 优秀

45 贵州 贵州财经职业学院 谭红艳 1409133 合格

46 贵州 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云 550789 优秀

47 贵州 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 许极 1316386 优秀

48 海南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司家斌 179344 优秀

49 河北 沧州师范学院 郭洁 1138657 优秀

50 河北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晁姣 1692819 优秀

51 河北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杜巧巧 1692861 合格

52 河北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刘琨 1568393 优秀

53 河北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孟庆娜 1692821 合格

54 河北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王婷婷 1692752 优秀

55 河北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王艳 1692744 优秀

56 河北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杨征 1692822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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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河北 河北省巨鹿县职教学校 王豪梅 1663880 优秀

58 河北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闫施梦 1693083 优秀

59 河北 冀中职业学院 周颖 1517807 优秀

60 河南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王慧敏 1692770 合格

61 河南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王巧霞 1692788 合格

62 河南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许煜琨 1692783 合格

63 河南 河南技师学院 付合军 252654 合格

64 河南 河南技师学院 孙恺 252885 合格

65 河南 河南技师学院 田婧 1284716 合格

66 河南 河南技师学院 杨伟奇 1692982 合格

67 河南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李予东 2150 优秀

68 河南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田丰 1692649 优秀

69 河南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丹 1084485 优秀

70 河南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尹友 1692661 优秀

71 河南 洛阳理工学院 郭卫东 1339388 优秀

72 河南 洛阳理工学院 刘建宁 1692561 优秀

73 黑龙江 哈尔滨广厦学院 付杰 211850 合格

74 黑龙江 哈尔滨市剑桥职业技术学校 张颖 1692588 合格

75 黑龙江 黑龙江技师学院 刘建荣 1430597 合格

76 黑龙江 密山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刘丽英 1693095 合格

77 湖北 鄂州职业大学 王国红 274872 合格

78 湖北 鄂州职业大学 王涛 16189 优秀

79 湖北 鄂州职业大学 夏琪 179263 合格

80 湖北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杨晶 1670365 优秀

81 湖北 湖北科技职业学院 张姝 1692122 合格

82 湖北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雷小庆 1213003 优秀

83 湖北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华 254183 优秀

84 湖北 荆州职业技术学院 卓晓越 970534 优秀

85 湖北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张琴 709368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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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湖南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罗新林 797643 优秀

87 湖南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王雨泽 827611 优秀

88 湖南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钟瑶香 1395623 优秀

89 湖南 祁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杨芳媛 1489685 合格

90 江苏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王中原 1692753 合格

91 江苏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潘东旭 1692718 优秀

92 江苏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王卓如 1483341 合格

93 江苏 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 夏梦遥 1692452 合格

94 江苏 南京华东信息工程技工学校 徐政 1248427 优秀

95 江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葛福江 809933 优秀

96 江苏 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 陶喆 1692199 合格

97 江西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程嘉 768486 优秀

98 江西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姬博诚 1692045 优秀

99 江西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媛 1661365 优秀

100 江西 江西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桂婷 1693230 优秀

101 江西 江西省中山电子计算机中等专业学校 陈安琪 1338036 合格

102 江西 南昌工业工程学校 谭晓云 1545073 合格

103 辽宁 辽宁财贸学院 李俊静 1692871 合格

104 辽宁 辽宁财贸学院 刘彬 1692872 优秀

105 辽宁 辽宁财贸学院 宋佳文 1692782 优秀

106 辽宁 辽宁财贸学院 杨雅迪 1692870 合格

107 辽宁 辽宁财贸学院 张竞鸣 1692877 合格

108 辽宁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靖书博 933427 合格

109 辽宁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郎玲 1692763 合格

110 辽宁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刘宝银 1693173 合格

111 辽宁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王冰晶 1677482 合格

112 辽宁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赵旭 1397926 优秀

113 辽宁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郑艳霞 1394823 优秀

114 内蒙古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侯娜 1692080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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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山东 金乡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琼 1656369 优秀

116 山东 山东海事职业学院 陈洪仕 1354767 优秀

117 山东 山东深泉高级技工学校 穆洋洋 1396066 合格

118 山东 山东深泉高级技工学校 孙锐 1672465 合格

119 山东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毛亭丹 1434876 合格

120 山东 无棣县博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侯海鹏 1189967 合格

121 山西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郭玉琼 1221281 合格

122 山西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张蕊 933918 优秀

123 山西 山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 郝春霞 1691941 合格

124 山西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耿旭蓉 1386341 优秀

125 山西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刘晶晶 1692401 优秀

126 山西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马杨 1692217 优秀

127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常斌芳 1692595 优秀

128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梁芳 1692646 优秀

129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刘晓晶 1692765 优秀

130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闫娜 1692732 合格

131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原洁霞 1692688 合格

132 山西 运城市盐湖区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张丽娟 1692641 合格

133 陕西 西安商贸旅游技师学院 刘斌 290520 合格

134 陕西 西安商贸旅游技师学院 谢欣贻 1539105 合格

135 陕西 柞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昶池 1690117 优秀

136 陕西 柞水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朱良山 1690102 优秀

137 陕西 周至县职业教育中心 王列婷 1658941 优秀

138 四川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肖红莉 1691919 合格

139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陈思 1692098 优秀

140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霍茜 1318227 优秀

141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李婧 1318300 合格

142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刘倩 1691988 优秀

143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刘雪燕 1692423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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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毛玉妹 1319398 优秀

145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孙怡 1318213 合格

146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王娜 1318277 合格

147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张会刚 1318231 合格

148 天津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赵欣 1444363 合格

149 天津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周东朝 1556589 优秀

150 新疆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古力斯旦·买买提 1688962 合格

151 新疆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夏依代·吾买尔 1688963 合格

152 新疆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姜文芳 1628612 合格

153 新疆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孙建峰 1648774 合格

154 新疆 新疆财经大学 盛慧 1693102 优秀

155 新疆 新疆科技学院 苗莉 1692653 合格

156 新疆 新疆科技学院 聂晓敏 1692980 优秀

157 新疆 新疆科技学院 滕艳娇 1692795 优秀

158 云南 景东县职业高级中学 冷锐 592672 合格

159 云南 弥渡县职业高级中学 鲁秋媛 1500972 合格

160 浙江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夏倩 1451942 合格

161 浙江 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秦李美 624202 优秀

162 浙江 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郑怡婧 744832 合格

163 浙江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李雪花 1639298 合格

164 浙江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娄冬娣 269405 优秀

165 浙江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王慧斐 1691879 优秀

166 浙江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徐芳 317899 优秀

167 浙江 绍兴财经旅游学校 薛丹 1691891 优秀

168 浙江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李盼 1022370 合格

169 浙江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涂青青 941539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