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名单表
学生姓名 所在学校 公示用身份证号

孙照国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4********4932

马天依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02********771X

王海良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1********3911

方亮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921********0915

舒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6********2628

刘随敏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4********7446

邵建豪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5********3939

夏明皓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04********1011

李萌萌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123********4688

司鑫鑫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1827

王飞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4********0014

王世杰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2********6838

程恒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3********1014

陈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82********4819

汪依陶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81********0343

杨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5436

刘浩天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2********0091

祝美辰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3********2281

田磊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3153

闻志磊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502********9297

邹思荣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501********8039

朱斌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6********2811

杨家乐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1818

杨兴家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2********6078

张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5********0813

方世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81********2618

刘政飞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621********3617

蒋梦凡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5********1350

易开会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3********0814

赵梦雅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82********432X

丁俊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921********0613

赵骏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2********4616

孙云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3********331X

吕志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2017

卢悦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2********5520

葛传荣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3106



孙光凯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21********0514

周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1********502X

刘修路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0812

朱丽佳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5********204X

吝建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2********8011

王梦晴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202X

张浩平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6********2614

徐怀玉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633X

席少轩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02********2016

张秀干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501********7415

韩怀庆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4********5336

陈方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02********723X

占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81********5511

朱景红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3********6968

金姗姗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6********1260

郭光耀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1********7413

张家要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01********5279

段新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82********0012

李青山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2********081X

王嘉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922********1771

林少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2********8411

李莹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1********4042

陆依航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0855

杨俊浩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01********8211

丁悻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122********4275

储雪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82********2443

崔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3********4439

周文昭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1********3051

冯梦蝶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3********2344

崔若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4066

方州圣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8********4817

毛明洋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1********1935

李梦媛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502********0421

张华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04********1657

张萍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621********6928

王睿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8********4818

梁红艳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01********7022

汪雪淳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6********4848



方哑莉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1806

年博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437X

唐茗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02********1428

段杏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4********1216

陈梦雪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5306

王心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82********1425

何宇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8929

陈文慧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2********388X

秦冰倩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7********1520

梁婷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2********3703

陈健飞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04********2019

王阔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0716

汤侠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5624

胡凤云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4********5321

朋新国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5********1019

刘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2********7637

尹海冰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2********3217

张灵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6596

桑成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522********8232

邓衍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6********7315

刘晓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3********1775

张亚南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02********8532

姜晓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5********4935

顾先洋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2********3318

陈梦吉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2********5617

胡乐乐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0735

卓建康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0413

杜明坤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2********6472

惠乐乐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1********6018

朱雨洁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11********1221

汪先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01********3031

耿洁玲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2********2127

刘振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2799

李彤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04********0024

陈永年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1********5515

施泊亦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60004********2410

石帔灼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03********0616

项俊康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6********3019



高永义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2********9419

张王非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901********2056

徐愈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622********0230

高争光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82********4818

陈俊杰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403********7016

陈望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0113

李保会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3425

刘梦婷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5********1582

洪海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04********1610

孙浩然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1********3158

张梦可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2584

李飞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1********2314

黄雪梅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3********1583

吴宇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04********0825

梁学陶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4********4038

陈秋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22********1226

李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405********0015

李冬冬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3791

杨珂微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2********4525

王春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1917

张雪艳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2********4524

于兵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2********6839

孙茹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8583

黄瑞雪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4********0523

叶文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6********0716

王梦瑶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1529

叶华军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5********791X

赵子毫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0933

胡永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7617

赵涵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5********0564

田玉粉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10926********2067

王雅宁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7325

马文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01********7917

孙祥祥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621********3515

李萌恩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6********5510

孙春龙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02********7219

周雅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11********1422

黄张伟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122********6173



徐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7959

欧瑞祥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7959

史鑫萍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02********1222

徐前程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22********0456

陈欣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2********0811

邓昊天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2********085X

胡明宇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0818

李克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6********4052

常润泽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0313

朱雨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621********4823

张瑜琴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4********2828

卢湘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25********5326

何成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04********1219

杨旭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3********4914

常富豪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0012

妮娜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6********5029

李紫怡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02********4766

李平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25********3125

黄润洁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524********2023

刘海鹏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828********1416

孙运运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3********0748

顾波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321********0854

苏薛明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0421********2015

鲍建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401********8897

刘海彬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04********1619

陈好丽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2********6327

周久亮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125********057X

王玲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4********4942

李明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1********6011

郭庆玉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322********0839

魏浏阳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1750

王喆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0617

夏永康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2225********7815

马排磊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1221********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