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2020届优秀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名片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叶琦 电话：0571-88206149

姓名 黄*英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工程

生源地 浙江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求职意向
计算机软件/互联网/数据

分析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二级/三级证书；江苏省计算机二级/三级证书

实践经历

大学期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班级组织委员

研究生期间担任环技所硕二支部宣传委员

项目经历：高并发秒杀项目等

获奖情况

国家奖学金（硕）；国家励志奖学金；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精

神文明奖学金等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王鸿阳 电话：0571-88981386

姓名 冯*萌 性别 女 专业 财政学

生源地 吉林省长春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财务/审计/会计/税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初级）

实践经历

曾于德勤中国、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烟草有限责任公司实习；

参加“ 沃土杯” 杭州大学生网络创业大赛，获得三等奖；

参加浙江大学暑期实践舟山支教活动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 朱连忠 电话：0571-87951536

姓名 德**嘎 性别 女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西藏拉萨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法务、法律顾问等相关 意向就业城市 西藏拉萨

技能证书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英语四六级证书

实践经历

大一担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学生会体育部干事、浙江大学学

生绿社干事，并在暑期赴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夺底乡小学支教；

大二担任浙江大学学生绿社部门之家部长、参与求是雪鹰社团

宣传部，并在暑期参加家庭经济困难生赴香港实践活动；

大三在西藏拉萨市林周县司法局法律援助科进行为期三个月的

实习。

获奖情况

2016 学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 学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 年获得浙江大学学生绿社社内二等奖

学校： 浙江大学 联系人：吾希洪 电话：0571-88208770

姓名 胡*君 性别 女 专业 土木工程

生源地 湖南省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施工建设单位 意向就业城市 湖南长沙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六级

实践经历

2019.7.5-2019.8.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金科碧桂园博翠府

项目进行工地实习。

2016.8-2017.6，在建工学生会新媒部担任干事，负责活动宣传工作，

包括编写微信推文、采访、设计海报等。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 校优秀学生三等

2018-2019学年 校优秀学生三等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 朱连忠 电话：0571-87951536

姓名 郭*华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言文字学

生源地 河北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博士

求职意向 教育、文案、图书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六级

实践经历

2018.03–2018.06 可靠福祉（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客服

·负责天猫、淘宝、京东店的售前咨询 协助解决售后问题

2017.06–2018.03 杭州半角科技有限公司 文案

·负责 PPResume 简历库的建设 订正《中英文简历撰写排版指南》等

2016.03–2016.05 《浙江档案》期刊 助理编辑

· 负责编辑“学术探讨”栏目 校对 40 篇档案学相关论文等

2013.08–2015.07 杭州观复博物馆 学术顾问

· 翻译藏传佛教相关英文资料 考释竹简、印章上的古文字

获奖情况

获流利说王者全民英语达人秀浙江赛区“十强选手”，杭州市西湖区

“十大杰出青年”，浙江大学“求是杯”校园原创诗词大赛三等奖，

浙江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三等奖，康恩贝自强奖学金特等奖等。

在《中国钢笔书法杂志》发表 7 篇卷首语，在《书城》杂志发表《大

师的小书——读乔伊斯 < 都柏林人 >》。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朱连忠 电话：0571—87951536

姓名 苏*怡 性别 女 专业 西班牙语

生源地 四川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英语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绵阳

技能证书 CET4（691分）、CET6（600分）、西语专四良好、C1驾照

实践经历

2016-2018任浙大绿之源协会小队负责人；2017-2019任班长；2017去

厦门参加社会实践；2017全国西班牙研讨会志愿者；2018任浙大西语

协会干事； 2020年寒假于新东方实习

获奖情况
2016-2017三等奖学金；2018外语人才培养基金奖学金；2018-2019二

等奖学金；2018-2019优秀团员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朱连忠 电话：0571—87951536

姓名 王* 性别 女 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生源地 湖北黄冈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新闻宣传岗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CET6

实践经历

参加探访西部社会实践，参加走进军工单位社会实践，在青年志愿者

指导中心和浙江大学报学生记者团担任干事

获奖情况

优秀团干部，优秀社会实践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马婕 电话：0571-87953311

姓名 张* 性别 女 专业 制药工程

生源地 河南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制药\生物企业研发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

实践经历

2019年7月 - 2019年7月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实习生 、原料药区705车间。

每日负责监测原料药合成工段四生产过程中数据稳定性，及时记录发

现解决问题。定期协同其他同事进行仪器设备清洗工作。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2018、2018-2019）



学校：浙江大学 联系人:吾希洪 电话：0571-88208770

姓名 郑*巍 性别 女 专业 建筑学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建筑学学士

求职意向 建筑相关设计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上海

技能证书 四、六级证书，雅思6.5

实践经历

校内经历：担任云峰学园学业与指导中心副部长，负责组织校内部分

课程期中测试，选拔培训学长组等，与校内外教育机构合作宣传；参

加浙大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参与建筑工程学院院级项目“基于杭州

地区的适应性室内热感知评价指标分析”。

实习经历：曾在意厦ISA北京部实习，工作内容包括现场调研、前期概

念、模型深化，投标文本编辑。曾利用参数化手段深化某一超高层建

筑立面设计方案。软件技能包含且不限于Office、Adobe PS、AI、ID、

PR、CAD、SketchUP、Revit、Rhino、Grasshopper、Enscape，Vray

获奖情况

建筑设计基础Ⅰ作业在2016年“全国高校建筑设计作业观摩评选活动”

优秀作品；获学业三等奖学金、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学校： 浙江大学 联系人：吾希洪 电话：0571-88208770

姓名 周* 性别 女 专业 建筑学

生源地 广西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建筑设计及相关产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529分 托福考试93分

实践经历

1.SG建筑设计公司实习三个月；参加“光之塔”参数化工作坊；法源

寺四合院改造（正在进行）

2.2018年捷克工大交流半年；

3.2017-2019年担任建工学院《筑人》院刊副主编

获奖情况

1.16-18年优秀学生奖学金

2.17年坤和奖学金，不动产奖学金

3.19年谷雨杯设计竞赛入围奖



学校名称：浙江大学 联系人：陈文丽 办公电话：0571-88273104

姓名 曾*敏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生源地 浙江省湖州市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类/传媒类/教育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湖州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

实践经历

学生工作：曾任班级团支书，带领支部曾获“百强活力团支部”“五四

红旗团支部”“优秀团支部”等荣誉；曾任浙江大学“浙大体育与艺术”

微信号责编，自创体育类主题文章点击量达3000+；曾组队赴香港大学参

与“创新及卓越教学”为主题的“C9+1”中国研究型高校教育研讨会；

实习经历：2017.7-2017.8，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广播集团，担任实习记

者一职，主要负责撰写新闻稿，剪辑定片；2018.7-2018.8，于浙江广电

集团6频道超级女掌门栏目组，担任实习编导一职，主要负责现场拍摄，

整理构思文案，剪辑定片

获奖情况

2017.06 获浙江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五星荣誉奖

2017.11 获浙江大学第十九届校园文学大奖赛文学评论组二等奖

2018.11 获得浙江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8.11 获得浙江大学优秀学生学业三等奖学金

2018.11 获得浙江大学社会实践优秀奖学金

2018.12 获浙江大学第二十届校园文学大奖赛散文组、诗歌组三等奖

2019.11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11 获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77校友基金奖学金

学校：中国美术学院 联系人：梁龙 电话：15658092925

姓名 陈*欣 性别 女 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生源地 江西上饶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视觉设计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CET4，PS，AI，AE，C4D

实践经历
2019年7月-8月，杭州创源文化有限公司（上市企业）平面设计师，设

计产出文创产品3-4款已上市。

获奖情况

2020年3月，中国美术学院优秀毕业生

2018-2019学年，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018-2019学年，中国美术学院“三好学生”

2017-2018学年、2016-2017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第七届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有氧舞蹈一等奖

2018年全国美术院校操舞邀请赛器械操第一名

2018年浙江省大学生健美操比赛有氧舞蹈第一名

2017年第六届全国全民健身操舞大赛皮筋操项目特等奖

2017年浙江省大学生健美操比赛有氧舞蹈第一名

2018年度“2018中国美术学院招生考试”优秀志愿者



学校：中国美术学院 联系人：陈可 电话：15868833810

姓名 王*婕 性别 女 专业 影视编导

生源地 河北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插画、编剧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2016年中国美术学院暑期缙云墙绘社会实践小组成员

2017 年益在国美“五·四”公益晚会舞台剧编剧

2017年IDF西湖纪录片大会志愿者

2018年中国美术学院发展性资助计划“益点光”公益计划项目负责人

获奖情况

2016年度中国美术学院自强之星

2016年度浙江省“康恩贝自强奖学金”特等奖

2016、2017、2019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李帮彬 电话：0571-8529680

姓名 蔡*芳 性别 女 专业 行政管理

生源地 浙江淳安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人事或行政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企业人力资源师三级证书，机动车c1证，英语六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9.07-2019.09:下城区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科

2018.07-2018.09:千岛湖伯爵之元旅行社，旅游销售

2017.08-2017.09:杭州元溪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销售

2016.09-2017.09:浙江工业大学学生综合服务大厅，志愿者

获奖情况

2019年10月：2018-2019学年院级优秀实习生

2019年10月：2018-2019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5月：浙江工业大学第十二届“仁和杯”历史知识竞赛优胜奖

2018年4月：获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第九届心理案例分析大赛三

等奖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刘新月 电话：0571-85290386

姓名 阿依努尔·**拉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新疆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人力资源&品牌策划 意向就业城市 新疆

技能证书 英语四六级、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绿城养老服务集团教育培训部：负责品牌微信公众号运营、协助员工培

训。

宁波银行杭州分行零售部：负责销售信用贷款、实习期间在上司的协助

之下成功落实6笔信用贷款。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优秀学习二等奖学金、校优秀学习三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单莉丽 电话：0571-85290307

姓名 张*伟 性别 男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甘肃通渭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通信类 意向就业城市 西安

技能证书 CET-4

实践经历

大学期间，参加过很多志愿者活动如杭州马拉松赛前志愿者，西溪医

院志愿者等，通过做志愿者活动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何与人交流才

能更好的完成任务；暑期参加建模活动，通过与同学之间的合作，完

成既定任务，培养专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获奖情况

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浙江省

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三等奖，理学院迷你英语作文竞赛二等奖。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顾明敏 电话：0571-85290292

姓名 丁*萍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岗、新媒体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绍兴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8年暑假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习交流活动。负责团队微

信推送的审核工作，并撰写报告。

在科学24小时杂志社做实习编辑。主要负责稿件的修改，采访提纲和

财富内容的撰写。

在绍兴市越城区气象局做文员。核对单位固定资产，网上申报气象灾

害防御重点单位，整理城市易涝点；旁听中央省市气象局视频会议，

写简报消息；撰写党员干部抗击超强台风利奇马的事例和举措。

获奖情况

2018-2019连续两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2019连续三年获得浙

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三等学习奖学金；2019年被评为浙江工业大学院

级优秀团干，获得越城新青年·2019“家燕归巢”暑期实习活动“优

秀实习生”称号；2016-2017连续两年被评为浙江工业大学大学生综合

事务大厅“优秀工作人员”。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张昆 电话：0571-85290317

姓名 陈*慧 性别 女 专业 动画

生源地 湖南泸溪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动画插画、影视后期

游戏原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长沙、上海

技能证书 普通话证书二甲

实践经历

2017年暑期丽水英川支教活动

2019年底云启智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视频后期职位实习

获奖情况

2017院级优秀团干

2018年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佳作奖、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年二等学习奖学金、海盐城市原创大赛优秀奖、省政府奖学金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洪一鸣 电话：0571-88320414

姓名 何* 性别 男 专业 化学工程

生源地 湖北天门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研究生

求职意向 助理工程师或营销岗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湾（或湖北地区）

技能证书 熟练使用：Office、AutoCAD、Origin、MATLAB、CET4（421）

实践经历

2018.03-2019.03 杭州开一化工技术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协助

工程师设计小试方案 ，协助工程师完成小试，实验数据记录及处理，

实验总结。

2018.03-至今 化工实验教学中心助管、实验安全员：辅助实验教学

老师完成实验课前准备，仪器维护及实验室安全卫生监督。

2018.09-2019.09 浙江工业大学(体育部副部长)：与各个学生工作

同事一起组织、策划、执行校内文体活动，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

2017.06-2017.09 博学教育（科学教师兼课程顾问）：前期完成科学

课程的销售与质询工作，后期完成暑期2个小中班(20人)的教学任务。

2014.06-2015.06 校学生工作处干事：按学校指示，与其他学生同

事一起完成各项校纪校规检查任务。

获奖情况

本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特等奖学金、校三好学习标兵

研究生：校二等学业奖学金、校一等学业奖学金

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三等奖、“互联网+化工设计课

模”大赛优秀奖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 联系人：洪一鸣 电话：0571-88320414

姓名 张*茹 性别 女 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

生源地 河南驻马店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硕士

求职意向
语文老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苏州、上海、深圳

技能证书
高级中学语文教师资格证

实践经历

2018年2月- 2019年2月杭州欣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专升本语文老师

2017年6月- 2018年2月学习宝在线1对1直播辅导机构语文老师

2014年2月- 2014年5月河南开封孔堂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支教）

获奖情况
获得2019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9）、一等学业奖学金（2018、2019）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刘*祺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四川宜宾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培训老师、公务员 意向就业城市 四川成都

技能证书
人力资源管理师三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8.03 地环学院考证办学工助理

2018.09—2019.03 地环学院学工办学工助理

2019.09 宜宾市兴文县瑞峰商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

获奖情况

获省生态科技创新大赛大赛三等奖（实验类、理念事物类），获校三

好学生称号，多次获校级优秀学生二等、三等奖学金，获校第八届“挑

战杯”一等奖（科技发明类）、三等奖（化学类、生物类），获第六

届环境工程设计大赛二等奖，获校友志愿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优秀个人，

获校寝室微故事优秀奖，获校生态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等。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江*情 性别 女 专业 交通运输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文化储备干部/管培生/

教育类/轨道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563分；计算机二级、三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排球、

健美操裁判三级证书。

实践经历

曾赴新加坡、香港进行研学活动，取得香港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

的结业证书；现任交运系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班级团支书，曾任院

级组织自强社社长、金华市青少年宫“哥哥姐姐”志愿服务队组织

委员。

获奖情况

拟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连续三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

金；获浙江师范大学“菲仕奖学金”、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优秀

奖学金；连续两年获得浙江师范大学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团干部、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曾获“大花园杯”四省边际大学生创意设计三

等奖、浙江师范大学第七届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大赛三等奖、浙江师

范大学自制教具大赛二等奖，并主持多项校院级课题已结题；曾获

校级优秀运动员等。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杨*红 性别 女 专业 交通运输

生源地 陕西宁强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教育类、交通运输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金华

技能证书
高中数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三级

实践经历

2018.9-2019.6，任自强社副社长

2017.9-至今，任班级学习委员

2019.3-2019.10，任金华市青少年宫志愿服务队队长

获奖情况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浙江师范大学优秀学生一、二、三等奖学金、

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各1次，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获浙江师范大学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金华市青少宫“优秀队委”荣誉称号各1

次；拟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获浙江师范大学电子商务竞

赛三等奖。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范*婷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初中语文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金华

技能证书 高中语文教师资格证、英语六级证书、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甲证书

实践经历
2017年暑期前往金华武义开展支教活动

2018年暑期组织前往金华东阳开展支教活动

获奖情况

校优秀毕业生、校2020届学子英才、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

金、校三等奖学金、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浙江师范大学三好学生、

校优秀团员、校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唐* 性别 女 专业 应用心理学

生源地 湖南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企业咨询/人力资源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三级，计算机二级优秀，普通话二甲，四级583、

六级458、雅思6（阅读7）等

实践经历

在湖南天伦拓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金融项目组进行为期4个月

的实习，跟随项目经理参与中联重科招聘项目。

在上海锐仕科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业务部互联网金融组实习。负责

上海总部内部招聘，参与阿里巴巴猎头项目。

参加华为全联接大会志愿者，负责独立管理高层会议室，为客户预

约会议室、接待外宾以及处理会议中的突发事件；

在北京益公公益组织的首届CUCN青年领导力营中获结营证书；

参加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19，获优秀志愿者称号（前5%）。

参加华为全联接大会，服务VIP区的会展支持岗，获优秀团队奖。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出国境交流专项奖学金

二等奖、成才奖学金等，华为全联接大会优秀志愿者称号，世界移

动大会 MWC19 优秀志愿者称号，北京益公公益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

院领导力训练营优秀，上海锐仕科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优秀实习生，

教师教育学院心灵气象站二等奖。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张* 性别 女 专业 产品设计

生源地 贵州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产品设计相关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全国普通话测试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2017年，厦门生活美学院学习传统手工艺，主修课程：竹编、木工、

马赛克、布艺、蓝晒等；

2018年，浙江省金华市为美美术教育连锁机构任美术老师；

2019年，浙江省金华市童话教育连锁机构任美术老师。

获奖情况

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三好学生；

外观设计专利一项；

浙江省第十届工业设计竞赛二等奖；

浙江省第十一届工业设计竞赛二等奖2项；

浙江师范大学“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邓*杰 性别 女 专业 生物科学（师范）

生源地 四川南充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生物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四川省内

技能证书

1. 教师资格证（高中生物）；

2. CET6 ；

3. 计算机三级 ；

4. 普通话二甲

实践经历 大学时担任院学生会生活部干事、体育委员、思源社副社长。

获奖情况

1. 国家励志奖学金 ；

2. 校三等奖学金 ；

3. 第十届浙江省生命科学竞赛三等奖 ；

4. 第八届校“挑战杯”竞赛二等奖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严*宇 性别 女 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

生源地 浙江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新媒体文案、编辑；文员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金华

技能证书
浙江省计算机三级证书；大学英语四级；普通话证书

实践经历

1.2018年7月：暑期社会实践摄影组组长

2.2016年-2017年：学院里勤工俭学

3.2019年：校党员之家摄影部部长、院党员之家副主任

4.2017年7月-8月：北京电视台新媒体传媒公司从事后期剪辑实习

（镜头筛选、配字幕）

5.2018年4月-6月：艺考培训机构辅导老师

获奖情况

2019年11月：获浙江师范大学三等奖学金；

2018年12月：校廉政文化节微电影类一等奖；

2019年10月：“定格”瞬间——与时间赛跑公益摄影师项目银奖。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王* 性别 女 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四川泸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管理方面 意向就业城市 成都，贵阳，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计算机C语言国家二级，计算机C语言省二级，健美操裁

判三级，普通话二乙，

实践经历

1.大一暑假组织了班级暑期社会实践，为期 15 天的支教活动；

2.参加人民医院志愿者活动；

3.金华少年宫志愿者活动；

4.协同组织了班级沙溪小学支教活动；

5.参加了学习组织的文明劝导，交通指挥等一系列活动；

6.海文考研机构实习；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 校二等奖学金，社会实践单项奖学金

2018-2019学年 校三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人：沈红 电话：0579-82282516

姓名 葛*华 性别 女 专业 舞蹈学

生源地 河南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音乐、舞蹈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郑州

技能证书

声乐十级、普通话二甲、计算机二级、健美操二级裁判、中学教师资

格证(音乐)

实践经历

1.2019年 9月－11月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实习音乐老师

2.2016-2019校体育舞蹈协会团支书、校公益社团”暖春社”组织部部

长、班级文体委员

3.代表学校受邀参加韩国“第十四届釜山国际舞蹈节”和第35届上海

之春国际舞蹈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舞蹈展演”

获奖情况

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多次获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叶圣

陶奖学金、校级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标兵”称号、校“优秀班

干部”等；

获"锦鲲杯"全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总决赛单人一等奖，第五届全国

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舞蹈)，浙江省第十届音乐舞蹈节金奖(舞蹈)，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婺剧《断桥》一等奖等。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电话：13857101976

姓名 李*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四川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硬件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成都、杭州

技能证书
CET6

实践经历

1.基于 dsPIC30F4011 单片机的酒精测量仪

使用酒精传感器 TGS2620 及 ISD1420 语音芯片实现实时语音播报酒精

浓度及酒精超标时警报等功能；

2.基于 dsPIC30F2010 单片机的无刷直流电机闭环控制

实现转速控制、正反转、启停等功能，课程设计等级优。

3.在勤工俭学岗位任职一年，主要负责电赛实验室的元器件整理。

获奖情况

学术类：荣获省政府奖学金 1次、二等奖学金 1次、三等奖学金 1次

竞赛类：2019 年荣获 TI 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浙江赛区省二等

奖，在小组中担任组长，主要负责硬件电路方案选择、原理图绘制、

电路焊接或铜板腐蚀、芯片选型等。

体育类：荣获浙江理工大学第十四届运动会排球赛女子组第一名。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电话：13857101976

姓名 李* 性别 女 专业 动画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插画师、平面设计师、动

画衍生品设计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在墨池书画儿童创意课给儿童班上三个小时的创意绘画课，融合书画

及各种混合材料；

负责《小天才儿童启蒙绘本》整个绘本风格设计，后期动画短片关键

帧绘制，动画特效设计，UI 界面效果特效设计；

负责杭州萌宠乐园的前期策划、绘制萌宠插画、萌宠形象设计；

在浙江大学出版古诗儿童插画负责配插画，设计人物形象；

手绘张家港城市之光（商业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房产布局地图；

负责 2022 年亚运会、亚残会吉祥物设计，后期版面设计。

获奖情况

多次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学习优秀奖学金、

校级优秀团员、社会工作奖学金等，获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团员、艺

设“优秀主席”荣誉成就证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称号；

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大学生多媒大赛本科组海报类二等奖，学生社会实

践教学优秀论文，大学生社会实践擂台赛一等奖等。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电话：13857101976

姓名 段* 性别 男 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

生源地 甘肃庆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机械电气、硬件开发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西安

技能证书
二维CAD绘图师资格证、计算机二级C语言、办公软件等级证书、计算

机三级单片机等级证书、大学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2017年7月：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有限公司进行生产实习；

2018年8月：率领团队赴江西瑞金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在当地进行红色文化学习与传播实践；

2018年10月：参加浙江理工大学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比赛。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理工大学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三等奖

学金；获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体及

个人；发表实用型发明专利一项（第一作者）。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电话：13857101976

姓名 邵*玉 性别 女 专业 服装设计与工程

生源地 湖北孝感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管理/人事管理

服装营销岗/技术岗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武汉，深圳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证书

实践经历

曾在孝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担任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实习生；

曾在万事利集团（丝绸工业）任信息部实习生；

曾在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学生会任办公室主任、副主席等。

获奖情况

获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社会

工作奖学金、自强自立奖学金、真北励志奖学金等，获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优秀团员”称号。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 联系人：朱玉娇 电话：13857101976

姓名 方* 性别 女 专业 金融学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金融类或行政人员 意向就业城市 绍兴、杭州

技能证书 证券从业资格证、英语六级

实践经历

2017.7-8在游泳培训机构从事行政前台工作

2019.4-2019.9在《市场导报》从事记者实习生，撰写通讯稿

获奖情况

2017年获校学生社会实践教学优秀论文

2018年获浙江省证券投资竞赛三等奖

2019年获浙江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奖学金

学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庄海欢 电话：0571-86919143

姓名 戴*豪 性别 男 专业 车辆工程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机械设计、制造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或武汉

技能证书 CET-6

实践经历

2019年9月到十堰东风汽车公式实习学习

2019年5月担任学院办公室老师助理

2017年到高沙敬老院帮助老人开展老人运动会。

获奖情况

两次国家励志奖学金，在校期间曾获四次三等奖学金，三维建模大赛

三等奖，哇哈哈营销大赛三等奖等。



学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孟庆凝 电话：0571-87713540

姓名 孔*艺 性别 男 专业 环境工程

生源地 山西中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环境类、实验类、实地调

查采样等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上海，南京

技能证书 四六级证书

实践经历

鸿泰鼎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经理

杭州若联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岗，编辑微信公众号内容

杭州安吉金环宝有限公司，样品检测员

获奖情况

两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二等奖学金、单项奖学金、第三届互联网+

创意组二等奖、第三届大学生化学竞赛二等奖

学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魏萍 电话：0571-86873856

姓名 王*尉 性别 男 专业 自动化

生源地 浙江天台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软件开发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C语言二级

实践经历

数学建模集训+竞赛15次建模经历（负责编程建立实现模型、数据处理，

python语言）。

学生管理系统、医院新冠病人信息记录系统（C语言项目，担任项目负

责人）。

获奖情况

2018全国数学建模浙江省一等奖，2019美国数学建模一等奖（国家级）。

校优秀奖学金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



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朱丹 电话：0571-86915153

姓名 王*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陕西汉中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老师/外贸／翻译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深圳，上海

技能证书 专四，普通话二级乙等，计算机二级办公室软件高级应用

实践经历

2017-2018:协助举办理学院迎新晚会，被评为“优秀干事”。

2018-2019:在杭州维思得英语培训学校做助教。

获奖情况

2018-2019: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三等奖学金

2019-2020: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卞广旭 电话：86915157

姓名 王*坤 性别 男 专业 网络工程

生源地 内蒙古通辽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互联网产品经理、网络安全行

业售前产品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深圳、上

海等

技能证书 CET-4

实践经历

担任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班级团支部书记、获得过校十佳团支部、校

级先进班集体等荣誉。

在艾耕科技实习，任职产品经理助理岗位。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创青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级铜奖、自行车翻修

大赛二等奖、校优秀团干部、校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何凌帆 电话：0571-86873893

姓名 吴*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生源地 四川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软件开发 意向就业城市 成都

技能证书 CET-4 549 CET-6 547

实践经历

在本科导师为企业开发的计费管理系统中，负责控制台和客户端桌面

程序功能开发。

获奖情况

2019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一等奖

2018年认证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二等奖

三次国家励志奖学金、四次二等奖学金、2020届校优秀毕业生

2019浙江省大学生数学竞赛 省三等奖

学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联系人：艾雪峰 电话：0571-86919144

姓名 杨*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软件开发（嵌入式C、

Java）、测试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丽水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CET4

实践经历

轨物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嵌入式软件研发实习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科技协会 协会成员

获奖情况

校一等奖1、校二等奖3、省奖、国家励志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二

大学生数学、物理创新（理论）竞赛均获省三等奖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二等奖

优秀干部、三好学生、工作先进个人



学校： 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应玉燕 电话：0571-28008173

姓名 王*菊 性别 女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湖北省十堰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实习律师、律师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通过证券从业资格考

试

实践经历

1、2016 年至 2019 年在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辅导员办公室从事学生助

理工作，主要工作内容为帮助老师书写或审查各类文书、接待平时来访

的各类人员以及老师交办的其他任务。

2、2016年 6月至 8月在十堰市小海豚英语培训学校从事英语助教工作，

工作内容为协助老师完成日常教学并负责每星期与家长的沟通。

获奖情况
优秀学生综合奖学金二等

学校：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薛陈炎 电话：0571-28008056

姓名 韩*娟 性别 女 专业 产业经济学

生源地 湖北襄阳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求职意向
财务分析、经济类科研机

构相关工作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英语六级（CET-6）

掌握办公软件及stata等专业数据分析软件

实践经历

2019.10-2020.01在浙江工商大学教务处实习，协助教务处文科中心的

日常管理及实践教学工作

获奖情况
2019年11月获浙江工商大学一等学业奖学金



学校：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王天舒 电话：0571-28008915

姓名 李* 性别 女 专业 食品质量与安全

生源地 四川成都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普通本科

求职意向 食品相关职业 意向就业城市 成都市、杭州市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2017.7-2017.8 泰康人寿有限公司 销售专员职务

2019.1-2019.2 四川咻电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专员

2019.8-2019.9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习生

获奖情况 2016年度能力突出奖学金；2016年度优秀班级干部

学校：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黎美杉 电话：0571-28877731

姓名 陶* 性别 女 专业 网络工程

生源地 四川资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测试工程师、平台运维、

产品专员/助理等
意向就业城市 成都

技能证书 CET-6 计算机二级语言证书

实践经历

参与大学生高校必修课在线刷题平台的前期用户调研，数据分析，撰

写调研报告；负责后期平台运维及产品运营推广。

参与豆豆云助教小程序的运作管理。团队管理，安排项目进度组织成

员和导师进行及时沟通；组织产品部成员进行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

和技术成员沟通，提出需求并确定产品设计方向；编写产品使用手册

以及进行软件著作权申请。（豆豆云助教小程序是一款由浙江工商大

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学生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校学生课堂小助手，主

推在线签到、在线练习、在线考试等功能。）

获奖情况

多次获能力突出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获校三等奖学金，“优秀

团员”荣誉称号；获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校一等奖，获腾讯高校小程

序开发大赛华东赛区二等奖，获全国移动互联网创新大赛国家二等奖，

获在校期间多次在演讲比赛获得一等奖。

学校：浙江工商大学 联系人：周敏 电话：0571-28008319



姓名 童*玥 性别 女 专业 软件工程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前端开发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四六级证书

实践经历

1.2018.06-2018.10 负责学术资源管理系统web端的开发工作，使用

JavaScript语言，采用jQuery.js框架。使用DataTables构建各类表格，

提供排序、搜索、分页等功能，使用Highcharts实现报表数据的可视

化，使用FormData实现文件上传。

2.2018.10-2019.03 参与智能跨境商品交易平台的前端开发，负责商

城首页、详情页、购物车、订单管理等模块的开发。

3.2019.02-2019.05 负责基于微服务的合同履约跟踪系统管理端的前

端开发以及UI设计。

获奖情况

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浙江省“康恩贝自

强奖学金”特等奖、优秀学生综合一等奖学金、中石化销售企业创新

奖学金、能力突出奖学金等。

获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浙江省第十四届大学生

电子商务竞赛二等奖等。

学校：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窦*英 性别 女 专业 知识产权

生源地 甘肃白银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知识产权管理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07-2017.08 浙江众焱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销售

2017.09-2018.09 中国计量大学校史馆、计量博物馆 讲解员

2016.09-2017.09 中国计量大学心理健康协会 干事

2018.07-2020.06 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16产权1班 学习委员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二等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获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学校：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李* 性别 女 专业 工程力学

生源地 河南南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管培生、计量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CET-4）

实践经历

2016.10-2018.08 在中国计量大学志愿者总队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

志愿活动的物资后勤准备，以及整理报表等。

2018.07-2018.10 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加强了 MATLAB 的熟练度，同

时加强了建模能力，也锻炼了论文写作能力，并在最后的全国大学生

数模竞赛中获得省二等奖的成绩。

2019.07-2019.08 在杭州钱江称重技术有限公司实习，主要学习了传

感器制作的工艺流程以及制造中的注意事项和相关金工技术。

获奖情况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二等奖、全国周培源力学竞赛省三等

奖、浙江省物理创新竞赛二等奖、浙江省高等数学竞赛二等奖、五次

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一次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等。

学校：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祁*民 性别 男 专业 信息与计算科学

生源地 山西原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后端开发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CET-6、全国计算机等极考试二级C++

实践经历

工作方面，曾担任校志愿者木铎讲解队干事，培训新入志愿者，

参加博物馆志愿讲解，并荣获优秀讲解员称号。

竞赛方面，参与五一数学建模联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

获得省二等奖的好成绩。

志愿方面，塘栖运河谷仓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并参与江干区新杭

州人红十字志愿者服务大队的急救培训，获得红十字救护员证，然后

在九九重阳节、关爱夕阳红活动中为社区老年人志愿讲解急救知识。

获奖情况

省级及以上：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2018

年五一数学建模联赛三等奖、2018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二等

奖、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校二等奖、杭州市余杭区微笑亭

优秀讲解志愿者称号。

校级：校一等奖学金1次、校二等奖学金3次、校三等学金2次、学

业奖学金1次、校三好学生4次、中国计量大学第十届数学建模竞赛三

等奖、理学院专业调研竞赛一等奖。

学校：中国计量大学 联系人：马骉 电话：0571-87676151



姓名 张*芹 性别 女 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生源地 云南大理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软件测试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1、加入校青年志愿者总队，积极参加各种志愿活动。例如：2018”

迎亚运“杭州青春毅行大会、青年演说家、爱心义卖、衣旧情深、交

通文明岗、校庆志愿者活动等。

2、加入学生会学习部、党员之家。积极配合部门成员完成工作，

例如标准化知识竞赛、四六级模拟、新生及毕业晚会，并且提高了活

动文案撰写能力等。

获奖情况

浙江省民生民意统计调查大赛三等奖，中国计量大学统计调查方

案大赛一等奖，经济与管理学院暑期调查比赛一等奖。

中国计量大学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文体活动奖学金。

学校：浙江海洋大学 联系人：郑琳 电话：0580-8180270

姓名 周*玲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师范）

生源地 宁波宁海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初中英语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高中英语教师资格证、英语专业四级、大学英语六级和四级、计算机

二级、国才考试中级、普通话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2018.09—2019.01：浙江师范大学英语师范专业交流学习一学期

2019.9-2019-11：舟山绿城育华国际学校实习

2017-2018学年：担任外国语学院团学办公室副主任，外国语学院阳光

分会办公室副主任，校友学生总会办公室主任

2019-至今：主持省级新苗项目和国家级创新创业项目；发表两篇二级

期刊论文

2018.07—2019.03： 舟山新动态教育机构担任高中英语老师

2018.07—2018.08： 舟山定海小区为高二学生家教

2017.09—2018.01： 舟山绿岛华府小区为初二学生家教

获奖情况

2018-2019学年：预评为校级优秀毕业生；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一

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

2017-2018学年：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2016-2017学年：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优秀共青团员

学校：浙江海洋大学 联系人：郑琳 电话：0580-8180270



姓名 崔*怡 性别 女 专业 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

生源地 安徽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管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浙江省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2018学年担任院学生会部长、校媒体鸥讯社实习摄影、学生普法

协会组织部部长。

2018-2019学年担任院学生会副主席，浙江省征建用融合会议志愿者，

舟山市市政协会议志愿者，曾跟随学院老师前往西藏采访优秀校友等。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获三好学生、一等奖学金、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志愿者等；

2018-2019学年获三好学生、一等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东海奖学金、

全国大学时挑战杯省三等奖、舟山市政协“优秀个人实践”奖、浙江省

志愿服务大赛校三，优秀毕业生等。

学校：浙江海洋大学 联系人：郑琳 电话：0580-8180270

姓名 唐* 性别 女 专业 交通运输工程

生源地 四川南充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求职意向
化工、实验室研发、大宗

贸易等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全国大学生英语四级、普通话二级乙等、大气环境检测工三级、水环

境监测工；

熟悉使用 origin、photoshop 等数据图片处理软件、CAD 画图软件。

实践经历

2018.10-2019.12 研究生助管 担任研究生助管，主要从事各项管理

辅助工作，提高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

2018.9-至今 设备资产管理员 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协助老师管理

实验室试剂、药品的分类存放，监督实验室成员的规范操作等，提升

了思想认识和社会责任感。

2019.12 学术研讨会助理 参与 2019 舟山海洋交通运输工程理论与

技术研讨会，协助老师安排研讨会工作内容，并组织协调研讨会与会

人员的时间安排表，把控研讨会进度安排等。

获奖情况

荣获2018-2019学年 浙江海洋大学学业奖学金特等奖；

荣获2018-2019学年浙江海洋大学“王成海”奖学金；

荣获浙江海洋大学2020届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预推荐）。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纪浩 电话：0571-63741359,18957189551

姓名 李*倩 性别 女 专业 农业资源与环境

生源地
山西省晋城

市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

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求职意向 环境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省杭州市

技能证书 ICP证书、CET-6、普通话、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1.2019年3月-2019年12月参与重度污染农田土壤重金属原位固定

与生态利用研究的修复项目

2.2018年10月-2019年10月指导本科生开展2018年浙江农林大学学

生科研训练项目，获得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三等奖，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获奖情况

2015-2016学年 三好学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学年 优秀团干部，社团活动奖，一等学业奖学金

2018-2019学年 二等学业奖学金，校级优秀毕业生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 方平 电话：13567177872

姓名 欧*发 性别 女 专业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广西北海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四年级

求职意向 金融类、行政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广州、深圳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证书、SYB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初级银行从业证书

实践经历

1、在校期间我在实验课上学会熟练操作如凯氏定氮仪、分光光度计、

高压灭菌锅等各种实验仪器并了解了它们的实验原里。

2、2017年7月－8月，参加暑期实践活动，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传统

文化调研，在此次实践中我的工作是后期统计与分析，资料整理及

论文撰写，我们此次的实践还获得了学院里的暑期实践优秀团队

3、平常在学校就从事勤工助学工作，在校外做过手机促销、发传单

等兼职

4、2019年4月18日-2019年4月24日 参加学校SYB创业培训课程

5、2019年12月 在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实习，从事外包装工作

获奖情况

1、2018年11月 获得了浙江农林大学2017-2018学年优秀学生二等

奖学金

2、2019年11月 获得了2018-2019学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宣丰敏 电话：0571-63730906

姓名 王*英 性别 女 专业 林学

生源地 浙江庆元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生物类、销售类、行政类等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绍兴

技能证书 CET-6、全国普通话等级证书（二乙）、SYB创业培训合格证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本人学习刻苦努力。大学期间一直担任班级班委，曾担任校

学生会志愿实践委员会副部长，负责志愿活动组织和联络工作，热心志

愿活动。同时，本人还积极参加就业实习，曾是中国电信学子公司的一

名兼职销售人员，负责电信卡的推介和日常客户维护工作，并获得中国

电信就业推荐信；曾在宁波浩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组培技术人员；

并经常跟随导师进行外业实习，参与相关项目。本人待人真诚，开朗活

泼，认真仔细，曾担任班主任助理，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获奖情况

校三好学生、校优秀毕业生、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二、三等奖学

金、“浙农-阳光”奖学金、优秀学生会干部、浙江省生命科学竞赛省

级二等奖等。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宣丰敏 电话：0571-63730906

姓名 张* 性别 女 专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

生源地 浙江平湖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服装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级乙等证书、英语三级证书、CAD 相关排料、纸样、款式设

计等工程师证；能熟练使用 Word、Excel、PowerPoint、PS、AI、

Rhinooeros 5、智尊宝纺、CAD 相关等软件。

实践经历

参加 5次学校及杭州时装周毕业秀助理一职，在其中学到更多的经验

在大学中参加浙江省服装类比赛积累经验学习其他选手的设计理念并

取得三等奖奖项；利用暑假在平湖 2家服装公司进行实习学习相关服

装制作流程、后续的流程等；在绍兴、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进行面

料、服装、成列等外出实地参观学习；在服装专业进行勤工俭学的同

时学习相关的机器设备及课外知识；在临安三家男女装店进行店铺实

习，学习理货对货过程、入库、摆放、售卖等。

获奖情况

获浙江省第三届大学生服装服饰造型创意设计三等奖；

获省政府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校优秀团干部、各类先进

社会工作奖等。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纪浩 电话：0571-63741359,18957189551

姓名 毛*莲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工程

生源地 浙江江山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环保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江苏无锡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二级，普通话证书，CET6

实践经历

2017 年暑假，与团队成员参与浙江农林大学东湖生态浮床的制

作以及后续的养护工作。该项目被光明网、科技金融报和人民日报等

多家媒体报道，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2018 年暑假，参加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调查企业、工

厂的主要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

获奖情况

荣获两次省政府奖学金，两次二等奖学金，两次优秀团员，以及

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省级优秀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生，“海康

杯”第八届浙江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应用大赛浙江农林大学校内赛

“三等奖”，浙江农林大学第七届节能减排竞赛一等奖。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宣丰敏 电话：0571-63730906

姓名 张*晨 性别 女 专业 农林经济管理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管理（行政、人事）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乙；英语四六级；驾驶证；全国计算机MS Office二级证书

实践经历

曾参加校级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参加浙江省第四届大学生

经济管理案例大赛和乡村振兴创意大赛，皆获省级一等奖，参加农林

经管综合实训。

获奖情况

获2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次科研创新单项奖，获浙江省政府奖学

金、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亓汉三英才奖学金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宣丰敏 电话：0571-63730906

姓名 陈*林 性别 女 专业 专升本旅游管理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会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二级办公软件高级应用技术证书

实践经历

曾做过教务办的教师助理和图书馆管理员，主要负责资料的整理和信

息的传递；曾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一段时间，主要负责的是账务信

息的核对和审计报告的装订。

获奖情况

2015-2018年 嘉兴学院学习优秀奖学金一等奖（4次）、二等奖（1次）

2016年 浙江省高等数学竞赛（文专类）一等奖

2017-2018年 浙江省省政府奖学金（2次）

2018年 浙江省省级优秀毕业生

2019年 浙江农林大学院级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2019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 任俊俊 电话：0571-63732834

姓名 张* 性别 女 专业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

生源地 山西晋中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数据分析/web前端开发/

软件测试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C）

实践经历

2018.06 课程设计，完成企业微博管理系统的web端设计

2018.07 参加java实习培训，团队完成简单的游戏开发

2019.05 参加大学生统计调查比赛，担任项目负责人

2020.03 进行web前端的echarts数据可视化和音乐播放器的实习培训

获奖情况

2017.09 获得校三等奖学金

2018.09 获得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019.09 获得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11 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二类竞赛省级三等奖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 联系人：毛舒舟 电话：0571-63740082

姓名 排**提 性别 女 专业 城市管理

生源地 新疆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城市管理相关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博乐、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CET4

实践经历

2018年7月 临安城管局锦南街道

2019年7月 临安睿博英语

获奖情况

全国城市管理竞赛三等奖

学校：温州医科大学 联系人：彭翔 电话：0577-86689961

姓名 盛*连 性别 女 专业 生理学

生源地 江西乐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硕士

求职意向 医学相关 意向就业城市 江西、浙江

技能证书 初级检验技师资格证，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2017-至今：担任过基础医学院院研究生会学术部干事，学术部副部长

以及院研究生会主席

获奖情况

2017-2019：学业奖学金二等奖，康恩贝自强奖学金一等奖，

2019-2020：学业奖学金一等奖，康恩贝自强奖学金特等奖，校优秀研

究生干部，文明寝室。



学校：温州医科大学 联系人：池莉莎 电话：13575441705

姓名 占*锋 性别 女 专业 临床药学

生源地 江西上饶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医院或cra等非销售岗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温州，嘉兴

技能证书 CET 6级

实践经历

2015-2016 任药学院580志愿服务中心外联部干事、启航国际交流服务

中心交流部干事、班级心理委员。

2017夏 参加省新苗课题计划，参与实验。

2018夏 参加浙江省化学竞赛，参与实验。

2017-2019 任校自管会楼层长、红色书屋助理、语音教室助理。

2019-2020 在丽水市中心医院实习十个月，轮转至病区药房、门诊药

房、临床药学室、ICU、肿瘤内科、呼吸内科，由感染专业临床药师指

导论文撰写。

获奖情况

2015-2016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三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心理委员。

2016-2017 获校级三等奖学金、温州医科大学国际交流专项奖学金。

2017-2018 获浙江省化学竞赛优秀奖。

学校：温州医科大学 联系人：谢海霞 电话：13676783768

姓名 胡*欣 性别 女 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信息科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2019-2020 学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担任暑期社会实践小

组组长

获奖情况

2016-2017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田径俱乐部优秀

干事、校运会跳远第六名

2017-2018 学年：省政府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

生、校运会三级跳远第五名、校运会跳远第七名

2018-2019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校

数学建模三等奖、校运会三级跳远第五名、院级优秀干部、数学建模

美赛参赛奖

2019-2020 学年：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学校：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人：尹怀玉 电话：0571- 87557049

姓名 王*燕 性别 女 专业 财政学

生源地 山东日照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财务会计、审计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职称、计算机二级、英语六级

实践经历

2019.12-2020.3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分所实习；

2017.8-2018.9 中国建设银行支行实习；

2016-2018 自建辅导，组织招生，聘用教师，学生管理；

获奖情况

2019-2020 国家奖学金、浙江省优秀毕业生

2018-2019 省政府奖学金、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大赛省赛二等奖（负责

人）、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立项

2017-2018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

2016-2017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人：宋思圆 电话：0571-87557136

姓名 李*莉 性别 女 专业 产业经济学

生源地 河南信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求职意向 财务金融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计算机Access二级

实践经历

2018年暑期参与“知行浙江”社会调研

2019年3月份参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期两个月的实习

获奖情况

本科阶段曾两次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校级一等奖学金，一次校

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毕业生”。研究生阶段获一次校级二等学业

奖学金，两次三等学业奖学金，两次浙江省康贝尔自强奖学金特等奖。



学校：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人：尹怀玉 电话：0571-87557049

姓名 赵*雅 性别 女 专业 经济统计学

生源地 云南大理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数据分析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office二级证，证券、基金、期货、银行从业资格证，英

语六级

实践经历

杭州洪桥中科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行政助理（2018.7-2018.8）

档案整理；数据统计录入；协助同事工作，学会复印机、扫描仪、投

影仪的基本使用

获奖情况

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2次）、校级二等奖学金（2次）

第二届全国财经高校信息素养大赛浙江财经大学赛区二等奖；在杭高

校统计知识竞赛三等奖；创新创业与职业规划大赛三等奖；校女子篮

球赛团体第一名

学校：浙江财经大学 联系人：尹怀玉 电话：0571-87557049

姓名 余*雨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江苏徐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教育、外贸行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徐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六级，浙江省计算机一二级、英语专业四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6.7-2016.9 浙江G20志愿者驻汉庭酒店岗

2018.4-2019.2 浙江省点对点教育 学习部兼咨询部

2019.7-2019.8 海宁市力佳隆门窗密封条有限公司

获奖情况

校级一、二等奖学金及国家励志奖学金若干、校级优秀毕业生，浙江

省市场营销大赛一等奖、浙江省翻译比赛二等奖、新苗人才计划立项

等。

http://www.baidu.com/link?url=Turj79qThMmwE1R7FAiE2Ni5L2i_rXtNcADp-8y_kNVbUsVHTohF1rQTDP79wqo6


学校：浙江传媒学院 联系人：叶前 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单*晓 性别 男 专业 数字出版

生源地 浙江东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新媒体运营、销售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东阳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9.04-2019.05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参与电子书项目

2018.10-2019.01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部实习

2016.09-2018.06 浙江传媒学院学法导报做策划、写稿

获奖情况

三次国家励志奖、四次二等奖、一次三等奖、四次三好学生以及

六次优秀班干部；第七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三等奖；第五届

浙江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第三届两岸电子书编创

大赛二等奖；首届浙江省 VR 视频大赛三等奖；互联网安全志愿者联

盟优秀策划、二等奖。

学校：浙江传媒学院 联系人：叶前 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梁*鹏 性别 男 专业 数字媒体技术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移动应用开发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六级、全国计算机等级三级

实践经历

一、志愿实践：2016.09-2020.03 大学期间累计献血量达到1200ml。

二、实习实践：2019.10-2020.01 杭州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算法

测试开发工程师。

三、科研项目实践：2018.02-2019.04钟书app开发项目获2019年浙报

阿里极客计划立项资助，第十二届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品设计大赛

省赛三等奖，第十七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赛三等奖；

2019.01-2020.01 ASD自闭症儿童游戏开发项目获2018年浙江省新苗

人才计划立项资助；2018.11-2019.11基于神经网络的车牌去噪研究

项目获2018年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立项资助，在《科技资讯》中发表

了相关论文；2019.01-2020.01基于yolo的车辆定位技术研究项目获浙

江省新苗人才计划和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资助。

获奖情况

2020年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候选人；2019年省政府奖学金;2019年校

一等奖学金;2019年三好学生等荣誉；第十二届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作

品设计大赛省赛三等奖；第十七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赛三

等奖；第十届国际图象图形学会会议Workshop竞赛优秀奖；2019年浙

报阿里新媒体一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传媒学院 联系人：叶前 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凌*宝 性别 男 专业 新闻与传播

生源地 安徽滁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硕士研究生

求职意向 新媒体运营/编导策划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播音主持资格证，普通话二甲，英语六级

实践经历

一、实践情况：

2019.06-2019.09 浙江国际频道 记者/策划/运营/编辑

2019.09-2019.10 浙江薪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拍摄/助理/文案/策划

2019.11-2019.12 苏州电视台 融媒记者/拍摄/后期

2019.10-2020.01 《杭州味道》节目组 现场编导/脚本策划

二、实践经历：

西藏文化馆《藏地珍宝》系列纪录片，前往西藏拍摄文化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名录”，负责全景机位，摄影助理，灯光后

勤，现场编导等；宁波文化馆纪录片《潮小孩》之小工匠甬城寻艺—

—木海马篇，负责脚本策划；宁波文旅宣传片《海丝古港 微笑宁波》，

负责背景声脚本；2019世界妇女轻创业大会暨第一届社群服务电商高

峰论坛，负责文案撰写和海报排版。

获奖情况

获校二等奖学金，广西巴马山区支教“优秀志愿者”，“十佳大学生”，

安徽省电子商务“三创赛”省二等奖、安徽省国际贸易技能大赛省三

等奖，校园文化建设先进个人、优秀共青团员，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校演讲赛二等奖，校辩论赛二等奖等。

学校：浙江传媒学院 联系人：叶前 电话：0571-86832052

姓名 武*南 性别 女 专业 音乐表演

生源地 山西吕梁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钢琴老师 意向就业城市 嘉兴、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普通话证书

实践经历

1. 曾多次参加“梦想家”公益活动。

2. 暑假在艺佳钢琴教育兼职钢琴老师。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浙江传媒学院一等奖学金、浙

江传媒学院“三好学生”、“社会工作优秀奖”。



学校：嘉兴学院 联系人：陆贝妮 电话：0573-83640259

姓名 边*茜 性别 女 专业 数学与应用数学

生源地 浙江诸暨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中学数学老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诸暨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全国普通话二级乙等、省计算机办公软件二级

实践经历

大学期间有一对一家教经验，初高中数学都曾教过，得到学生和家长

一致好评；也在培训机构担任过数学老师，负责一个班的教学任务，

有一定备课经验，能积极与家长沟通。

获奖情况

学习优秀奖学金七次、国家励志奖学金两次、校优秀团干部、校优秀

学生干部、校志愿服务先进个人、优秀党员、浙江省数学建模三等、

校大学生物理竞赛二等，第一届“红船杯”大学生理论知识竞赛二等。

学校：嘉兴学院 联系人：陆贝妮 电话：0573-83640259

姓名 黄*慧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河南商丘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财会相关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嘉兴、杭州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普通话证

书级别二甲、驾驶证等

实践经历

2019.12—2020.4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分所）实习，主要工作为

编制部分科目审计工作底稿；

大学期间从事多种兼职，能都吃苦耐劳。

获奖情况

2017年3月获得学习优秀奖学金二等奖、2017年10月获得学习优秀奖学

金一等奖；2017年10月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嘉兴学院 联系人：胡笳丽 电话：0573-83642488

姓名 金*婷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金华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英语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金华

技能证书
初中英语教师资格证、英语四六级证书、专四证书、普通话二级甲等

证书、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7.7-2017.8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负责人

2018.5-2019.5 嘉兴市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

2019.3 -2019.12 校家园互助中心负责人

2019.4 -至今 国家级创业创新科研项目

获奖情况

省级优秀毕业生

省级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一等奖

省级“爱我国防”演讲赛一等奖，全国最佳人气奖

省级微党课大赛三等奖

省级大学生多媒体竞赛二等奖

嘉兴学院“榜样之星--最具影响力青年”

学校：嘉兴学院 联系人：吴燕 电话：0573-83647316

姓名 梁* 性别 男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生源地 宁夏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事业单位/国企工作人员、

教师、文秘
意向就业城市 嘉兴

技能证书 高级商务秘书证，英语四级，普通话二级

实践经历

1、文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兼团副 2、红船剧社秘书部部长

3、文法年度话剧《立秋》总策划 4、汉语言162班班长

5、“书香禾城”志愿者团队负责人 6、文法学院实习辅导员

7、嘉兴学院后勤督察队队长 8、正义联盟法律社副社长等

获奖情况

1、学科竞赛三等奖学金

2、浙江省第三届乡村振兴大赛省赛三等奖

3、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戏剧周”团体省奖

4、校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

5、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6、校园文化活动先进个人

7、“互联网+”校赛二等奖

8、嘉兴学院职业生涯规划三等奖等



学校：嘉兴学院 联系人：陆贝妮 电话：0573-83640259

学校：嘉兴学院 联系人：陆贝妮 电话：0573-83640259

姓名 郑*珏 性别 女 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生源地 海南临高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金融经济类 意向就业城市 海南海口

技能证书 国家二级计算机

实践经历

1、2017年10月--2018年4月，参与养乐多品牌宣传活动

2、2019年6月--2019年8月，墨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电商运营

3、2019年9月--2020年1月，嘉兴学院学生处资助中心实习生

获奖情况

1. 在校期间，先后获得嘉兴学院学习优秀奖学金5次；

2. 在校期间，先后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

3. 2018年10月，获得嘉兴学院“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4. 2019年5月，在五四评优中被评为嘉兴学院“优秀团员”；

5. 2019年10月，获得嘉兴学院“优秀学生”称号；

6. 2019年12月，获得嘉兴学院“先锋党员”称号；

姓名 余*水 性别 男 专业 工业工程

生源地 贵州遵义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工业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嘉兴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学院思政助理和新训教官，提高

服务意识的同时夯实了管理基础。

做好专业相关的金工实习，认识实习和工业工程专题实践，提高

了自身实践能力。

获奖情况

获校级一、二、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团干部，优

秀教官。



学校：嘉兴学院 联系人：陆贝妮 电话：0573-83640259

姓名 朱*菲 性别 女 专业 学前教育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幼儿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省杭州市

技能证书 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大学英语三级、普通话二级甲等、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在校担任副团支书兼副班长、寝室长

2018 年 6 月在杭州市和睦幼儿园实习一个月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5 月、2019 年 10 月分别参与学校组织的为期

两周的实习活动

曾在杭州市复旦儿童医院担任志愿者

曾在 VIP 陪练担任兼职钢琴教师

获奖情况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校级学习优秀三等奖学金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校级学习优秀三等奖学金

2018-2019 年度校级优秀学生

2018-2019 年度校级优秀寝室长

2019 年 11 月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杨洋 电话：0571-88213059

姓名 黄*娟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福建建瓯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外贸业务员、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甲）、英语（CET-6、TEM-4）、法语（三级）、国家计算

机一级证书

实践经历

杭州传讯贸易有限公司 跨境电商运营 2017.09 – 2018.01

厦门奥斯福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线上业务员 2019.04 – 2019.06

获奖情况

荣获省级优秀毕业生称号

每学年均获校优秀学生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

2018“外研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华东赛区二等奖

2019 浙江省“亿学杯”高校商务英语技能实践大赛三等奖

2018 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省十佳歌手称号



学校：浙江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杨洋 电话：0571-88213059

姓名 戚*苗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商务

生源地 河南许昌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跨境电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普通话二乙、省计算机二级、跨境电子商务师（三级）

实践经历

杭州潮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销策划

上海普拉斯克塑胶有限公司――采购部助理

获奖情况

校三等奖学金、校优秀团员、校优秀干部、校三好学生、浙江省新苗

人才计划省级立项

学校：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魏苗婷 电话：0574-88222257

姓名 方*婷 性别 女 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平面/UI设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

技能证书 CET4 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9年6月16日—2020年1月14日

于宁波市锦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实习设计师助理一职，期间负责制作

海报、喷绘、展架等活动物料的设计，后参与公司标书制作，成功案

例有宁波海洋研究院标识标牌制作。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级一等奖学金、校级三好

学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校优秀共青团员、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先进

个人；获国青杯第三届艺术设计大赛一等奖，第八届海洋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入围奖，我与学业导师的点点滴滴征文活动优胜奖。



学校：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魏苗婷 电话：0574-88222257

姓名 胡*梅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浙江省象山县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会计，出纳，人事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证书、浙江省计算机二级证书、初级会计证书、

普通话二乙证书

实践经历

星易食品有限公司财务岗位实习、家教、电话访问员、饭店服务员、

派传单，培训班老师。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浙江万里学院万里之星：励志之星

2018-2019学年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魏苗婷 电话：0574-88222257

姓名 季*婷 性别 女 专业 通信工程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web前端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9.07 - 2020.03 宁波新连一连科技有限公司 前端开发

获奖情况

2019.10 省政府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

2018.11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

2017.11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魏苗婷 电话：0574-88222257

姓名 时*钧 性别 男 专业 软件工程

生源地 江苏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项目经理，运维，销售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杭州

技能证书 高级办公软件，ETC4

实践经历

2019年7月在浙江筑望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运维以及销售的职务，在工作中

吃苦耐劳，兢兢业业，不断在提升进步自己。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奖学金，优秀团干，优秀干部，万里之星

学校：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魏苗婷 电话：0574–88222257

姓名 王* 性别 女 专业 食品质量与安全

生源地 浙江龙游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食品质量控制，食品安全分

析，食品科学研究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宁波安联检测有限公司，检测部理化组。主要负责环境和职卫部分，

检测指标有气体污染物，粉尘，水质等。实习期间掌握了离子色谱，

气相色谱等仪器的使用。

获奖情况

校二等奖学金（2018.11）、三好学生（2018.11）、万里之星（2018.11、

2019.11）、校三等奖学金（2019.11）、优秀学生干部（2019.11）



学校：浙江万里学院 联系人：魏苗婷 电话：0574-88222257

姓名 王*念 性别 男 专业 信息与计算科学

生源地 贵州贞丰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数据分析相关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或贵阳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python）、CDA1业务数据分析师

实践经历

无实习经历，参与证券投资比赛团体赛，主要负责的内容的师该比赛

需要的数据分析工作，有用到马科维茨模型、因子分析等用的软件是

SPSS和python

获奖情况

2019年浙江省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团体赛策略本科组三等奖

学校：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陈吉 电话：0571-88297127

姓名 王*稷 性别 女 专业 土木工程

生源地 浙江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结构设计 预算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台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 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2019.06 - 2019.08在浙江中浩应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习。工

作内容主要是对专业相关的一些规范的内容的深入学习；出外勤按委

托单里的内容对建筑物进行检测，对检测数据进行整理形成检测报告；

参加一些招投标活动。

获奖情况

校一等奖学金，王家扬特等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校级力学竞赛三等奖，宣传工作

先进个人，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信息技术大赛优胜奖，2019 年浙江省

第四届高校 BIM 应用技能大赛二等奖



学校：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刘诗 电话：0571-88285804

姓名 操*清 性别 女 专业 工商管理

生源地 浙江嵊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企划营销、人力资源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CET-4)证书

实践经历

校外实践经历

2016.09-2017.06龙湖地产有限公司 担任新楼盘销售顾问，接待购房

顾客，提高了自己的人际沟通能力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2018.07-2019.09杭州教育辅导机构/少年宫 担任幼小衔接班和晚托

辅导老师，提高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及逻辑表达能力；

2018年-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参与领导团队立项成

功，实施创业落地；

校内实践经历

2017.09-2019.10管理学院分团委组织部副部长

2018.09-2019.10共青团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委员

2018.09-2020.07管理学院工商管理164团支部宣传委员

获奖情况 2018-2019 获得校“调研型”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优秀调研报告

学校：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王洁 电话：0571-88297123

姓名 吴* 性别 男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宣传、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丽水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机动车C2驾驶证

实践经历

拍摄：第四届世界休闲博览会;第二十一届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部

分会议拍摄;2019全国”双创“活动周之”人工智能+“产业论坛会议

拍摄等等。

学校活动策划：学院毕业生晚会，迎新晚会，最美寝室评比，

团队素质拓展活动等等。

曾担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宿区自律委员会（主任）、学

院学生会（执行主席）、班级（班长）、学生第四党支部（纪检委员）

获奖情况 校优秀学生干部、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



学校：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陈克达 电话：0571-88298547

姓名 黄*姣 性别 女 专业 食品科学与工程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食品检测、食品研发 意向就业城市 嘉兴市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2017.7-2017.9 在嘉兴做家教

2017.9-2019.8 在校学生事务大厅任职

2019.6- 在学院党委食品学生支部担任支委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校一等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017-2018学年：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第十届大学生化

学竞赛二等奖；

2018-2019学年：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树人大学 联系人：陈安龙 电话：0571-88297091

姓名 王*威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

生源地 河南周口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Java开发、软件测试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三级、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2018.05-2018.09：杭州领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处理

2017.10-2019.06：校学生事务大厅 学工组组长

获奖情况

2016/2017 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院三好学生、校优秀学生

干部；2017/2018 校优秀学生干部；2018/2019 校二等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王凤栖 电话：0571-28865229

姓名 杜*楠 性别 女 专业 社会工作

生源地 新疆库尔勒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人力资源、文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库尔勒

技能证书
英语CET-4，计算机二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

熟练制作各种表格，尤其善于各种类型PPT

实践经历

创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实习，人事助理，负责整理档案、处理考勤、

文件存档、任务传达、会议安排。

在校期间担任过班级团支书、学院团委学生会办公室干事、青春健康

志愿服务社团外事部干事、礼仪部干事，参加暑期社会实践“莹光支

教”，担任班主任。

获奖情况

2018年恒逸邱建林星光杯“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未来的期待的调研”科

研项目一等奖；2018年莹光支教“优秀志愿者”。曾获国家励志奖学

金、学业优秀奖、新生杯辩论比赛“最佳团队”。

学校：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 白芸 电话：0571-28865240

姓名 柯*玉 性别 女 专业 应用化学

生源地 杭州市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化验检验/行政人员/

教育辅助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市

技能证书

CET 4级

浙江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办公软件高级应用技术

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2016 年 9 月—2019 年 7 月 杭州师范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学生
会副主席、新闻中心总监、新闻中心文字编辑部部长、团支书
2017 年 7 月—2017 年 8 月 桐庐小咖悦会 销售
2019 年 3 月—2019 年 10 月 在家教机构做家教
2019 年 7 月—2019 年 10 月 江苏清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研发
中心），实习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 乔尔培训学校 实习

获奖情况

优秀学生奖学金三等 2次

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 1次

校优秀共青团员 1次

校优秀学生干部 1次

2018 年 8 月浙江省大学生化学竞赛二等奖



学校： 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陈晓玲 电话：0571-28865208

姓名 李*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国际教育

生源地 山西临汾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中小学教师、培训师 意向就业城市 太原、临汾

技能证书 高中语文教师资格证、英语四六级、浙江省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6年在社团组织下前往仓前小学开展兴趣课堂

2018.07 在山西省襄汾县北高村进行村务协助治理工作

2019.09-2019.12 在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实习，辅助指导老

师完成日常教学工作，圆满完成实习任务。

2019.12 在典集教育辅导1-6年级学生各科作业

获奖情况

2016年获得“校优秀团员”称号

2017年获得校运动会拔河项目“优秀集体”奖

2019.09获得学院“优秀班干部”称号

学校：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朱叶佳 电话：0571-28867089

姓名 彭*芸 性别 女 专业 动画专业

生源地 江西吉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动画师 意向就业城市 江西、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杭州墨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术设计

江西缔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美术设计

获奖情况

曾获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优秀奖

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优秀奖学金

曾获杭州师范大学海燕文创大赛优秀奖



学校：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张子钰 电话：18868113732

姓名 张* 性别 女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广西桂林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教师/供应链/采购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小学数学教师资格证、大学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2018.5-2018.6 杭州师范大学菜鸟驿站实习生

2019.9-2019.12 杭州玖零时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助理

获奖情况

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赛优胜奖、浙江省经济管理案例竞赛三等奖、

国家励志奖学金、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建林星光奖三等奖、励学奖学

金（3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次）

学校：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 任军 电话：0575-88342020

姓名 王*琪 性别 女 专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美术教师，管理培训生 意向就业城市
嘉兴，杭州，上海，

绍兴

技能证书 英语三级，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二甲

实践经历

2016年，天猫超市快递物流库维工作

2017年，在淘宝店铺做手绘鞋，制作手工品

2018年，大唐袜业袜子设计

2019年，在课外教育培训机构兼职做绘画教师

获奖情况

1.省优毕业生候选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2.省政府奖学金（二次）、校综合一等奖学金（一次）、校综合二等

奖学金（二次）；

3.国家励志奖学金、蓝盾励志奖学金一二等奖、爱心奖学金、学习优

秀奖学金；

4.获得优秀志愿者、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

5. “红绿蓝杯”第八届高校纺织品设计大赛大提花及数码印花织物花

型组 二等奖、第38届“唯尔佳”优秀新产品学生设计“木轮”作品一

等奖、第38届“唯尔佳”优秀新产品学生设计“木花”作品一等奖、

校“鹏发杯”服装设计大赛三等奖、校“时下杯”吉祥物及T恤设计大

赛优秀奖



学校：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 任军 电话：0575-88342020

姓名 苏* 性别 女 专业 药学

生源地 河南光山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药学相关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

技能证书 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工作经历：1.毕业实习：曾在杭州纳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毕业实

习，主要负责样品取样、样品检测以及文件整理等相关工作，熟悉气

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等仪器，基本掌握检测样品和运行仪器的方法，

在药物检测方面有一定的认识和经验。2.兼职：大学期间曾在掌心教

育机构兼职，提高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志愿服务：大学期间积极参加绍兴国际马拉松赛志愿活动；绍兴市文

明城市志愿服务活动；大禹陵公祭志愿服务活动；无偿献血宣传活动；

传爱天使、敬老孝亲志愿服务活动等。

获奖情况

1.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候选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2.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二次）、综合一等奖学金（一次）、

综合二等奖学金（一次）、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

3.浙江省第十届大学生化学竞赛三等奖；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药苑论

坛三等奖

学校：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 任军 电话：0575-88342020

姓名 王*娜 性别 女 专业 运动训练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中小学体育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高级中学体育与健康）

实践经历

在校担任过学院党员之家主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班团支书等职

务；在假期及课余时间曾从事过篮球、游泳、幼儿体适能运动的教学

工作。

获奖情况

1.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候选人；

2.省政府奖学金（一次）、2020届校级优秀毕业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一次）、校综合一等奖学金（一次）；

3.浙江省师范生技能大赛三等奖



学校：绍兴文理学院 联系人： 任军 电话：0575-88342020

姓名 陈*婷 性别 女 专业 土木工程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建筑相关职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证书、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计算机二级证书、BIM软件初级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1.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获校先进团队、浙江省暑期社会实践百强团

队；

2.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获团队三等奖及先进个人奖；

3.2019.09-2019.10，于浙江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习

获奖情况

1. 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候选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2. 省政府奖学金（三次）、校综合一等奖学金（三次）；

3.校级“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等

学校：湖州师范学院 联系人：秦佳晶 电话：0572-2321555

姓名 马*敏 性别 女 专业 应用心理学（师范）

生源地 浙江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学

求职意向
心理学教师；心理咨询师助

理；人力资源专员
意向就业城市 上海；杭州

技能证书 四六级；普通话二甲；高中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证；省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07-2017.08，担任注意力培训助教，协调进行考勤、作业辅导以

及学习任务完成情况检查，与家长交流学生学习情况以便家长了解课程

进度与学生表现

2017.11-2017.11，协助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发展研究所进行现场

主试和数据录入

2018.08-2018.12，协助北师大信息交叉智能计算机研究院进行家长互

动活动策划、心理测量量表的收集、分析与整理、心理量表结果的分析

报告整理、小学心理活动课程设计

2019.09-2019.11，湖州市第五中学担任心理健康教师以及辅助班主任，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负责心理普查活动开展以及最后普查结果的筛

选，开展生涯规划发展课程，进行心理咨询与辅导，开展团体心理辅导

活动课，带领青苕心理社团活动，兼任班主任工作，管理班级

获奖情况

获学生骨干培训优秀学员、文体活动先进个人、陆增镛励志奖学金优秀

寝室长、优秀学生干部、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团干部、文明修身先进

个人，获第一届心理辅导课程教学活动大赛三等奖。



学校：湖州师范学院 联系人：秦佳晶 电话：0572-2321555

姓名 李*婷 性别 女 专业 应用心理学

生源地 甘肃白银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全日制本科

求职意向 心理健康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高中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证、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8.07-09 湖州脑动力技能有限公司

2019.07-09 优能教育

2019.09-12 南浔中学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三等奖学金、校优秀实习生、校优秀实习教案、

学习进步先进个人、平安校园创设奖

学校： 台州学院 联系人：蔡荻 电话：0576-88661939

姓名 李* 性别 男 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生源地 山西晋中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嵌入式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中级电工证、计算机二级证

实践经历
2019.09-2020.01 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电气所 助理工程师

主要工作: 机器人喷涂开发、工控机以及一些项目的软硬件设计。

获奖情况

2019年获浙江省第四届机器人竞赛省一等奖（运输对抗）；

2019年获浙江省第四届机器人竞赛省二等奖（超市购物）；

2019 年获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省二等奖；

2018年获浙江省电子设计大赛成功参赛奖；

2019年获第十四届飞思卡尔竞赛（双车组）成功参赛奖；

2018年 12月-2019 年 12月 创新创业大赛引体向上创新项目专利

（创业计划类，含体育产业创新设计类）

三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一次校级科创积极分子；



学校：台州学院 联系人：高晗雯 电话：0576-85739085

姓名 王*丽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言文学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人事、教育（其他

也可）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法语四级、教师资格证（还未认定）、单证员

实践经历

2019.07-2019.08 临海市团市委 实习生 从事办公室综合，做新媒体

运营相关工作，协助会议的主持召开

2018. 12-2019.03 宁波鄞州耿帅房地产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业务助理

协助业务助理处理相关事宜兼文员，每周做周计划与工作总结

2017.07-2017.08 罗蒙环球乐园 实习生 协助主管引导游客，维护秩

序

获奖情况

2019学年获校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大专期间获校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台州学院 联系人：戴玲斐 电话：0576-85137153

姓名 巫*芳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福建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外贸业务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BEC商务英语中级，专业四级（良好），四六级，浙江省计算机二级，

普通话二乙，上海中级口译笔试

实践经历

2017.7-2017.8/2018.7-2018.9 浦城荣皇家用品有限公司 外贸专员

助理：负责在第三方网站上开发客户，协助管理公司网上店铺，协助

外贸业务员整理出口各类单据及到工厂督促打样生产。

2017.09-2018.05 台院反邪教协会 办公室部长: 负责部门团队管理,

组织开展协会活动,协调各部门的通讯工作。

2016.10- 2017.06 台州学院图书馆 图书馆助理:负责排书上架，书籍

扫描打包,录入相关书籍的数据资料。

2016.09- 2017.06 外国语学院志愿者协会 办公室干事: 负责协调各

部门的通讯工作，协助组织开展志愿活动，收集并更新志愿者的服务

时长，到老年大学支教。

获奖情况

外研社英语阅读大赛初赛特等奖；校工作积极分子；校优秀教学信息

员；国家励志奖学金；LSCAT杯浙江省笔译大赛一等奖；校三好学生；

校二等奖学金；英语语音配音大赛三等奖；商务英语技能大赛三等奖；

校优秀志愿者



学校：台州学院 联系人：张美荣 电话：0576-88660289

姓名 赖*鑫 性别 男 专业 视觉传达设计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视觉传达设计师、插画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一级、普通话二乙

实践经历

2019.7.1-2019.12.31，台州舍问广告有限公司担任实习设计师，工作

内容：负责公司项目LOGO的设计、制作；公司展厅展馆的基础建模，

展板的编排、最后成品的安装；参与设计与客户的对接工作，良好的

沟通能力以及应变能力。

获奖情况

2020年3月，入选“设计赋能·砥砺抗疫”全国公益明信片创意设计大

赛。

2020年2月，两件作品入选《呼吸·共生——2020全球抗击疫情国际平

面设计展》；入选南通市“抗新型冠状肺炎”公益海报设计征集；入

选“你的模样——衢州市抗疫情微信画展2019年7月，第十二届中国大

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赛（数媒设计专业组）三等奖 。

2019年12月，两件作品入选《2020中国当代大学生艺术作品年鉴》；

第十六届山西设计奖学科竞赛优秀奖；“悦读书 阅设计”全国读书笔

记（封面）设计大赛国赛优秀奖。

2019年11月，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国赛（国赛）三等奖。

学校：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张振芬 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叶*思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英语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温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六级、英语专业四级、计算机二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2017.09-2018.01 厚德机构英语家教

2018.06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匈牙利展馆志愿者

2018.03-2019.03 任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学生会办公室主任

2018.09-2019.09 任宁波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商英184班新生助教

获奖情况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3次、校三等奖学金1次、校二等奖学金2次

获校三好学生、院优秀团干部、院优秀学生干部

2017 年 12 月获全国高师学生英语教师职业技能竞赛一级优胜奖

2018 年第四届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优秀志愿者

2018 年校第二届英语阅读比赛一等奖

2019 年校第五届英语写作大赛三等奖



学校：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张振芬 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王*贝 性别 女 专业 金融工程

生源地 宿州灵璧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金融领域相关工作 意向就业城市 江苏南京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MS office二级证书、浙江省计算机MS office二级证书、

证券从业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

实践经历

曾任校学生处助理、理学院学工办助理，食品物价信息调查研究——

基于CPI社会实践负责人，让慈善更有温度——基于宁工贫困学子社会

实践成员

2018.10宁波市慈善总会“衣循环”捐赠活动志愿者

2018.03-2018.06宁波博朗教育机构初中英语老师兼职

2017.04-2017.09宁波龙湖地产公司渠道分销专员兼职

2017.03-2017.11宁波李老师培优机构小学全科老师兼职

获奖情况

连续两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三等奖学金。

获全国大学生（非数学类）数学竞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C

类（NECCS）三等奖，宁波工程学院第十二届“王伟明杯”数学建模竞

赛三等奖，宁波工程学院理学院体育部“优秀干事”，宁波工程学院

“军训优秀标兵”。

学校：宁波工程学院 联系人：张振芬 电话：0574-87615880

姓名 朱*楠 性别 女 专业 文化产业管理

生源地 河南开封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活动策划/经纪人/中学语

文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河南郑

州

技能证书
1.英语四级证书2.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3.浙江省计算机等级证书4.全

国演出经纪人资格证5.初中语文教师资格合格证

实践经历
宁波渠成集团实习行政助理

获奖情况

奖学金：1.2017-2018国家励志奖学金2.2018-2019省政府奖学金

3.2018-2019校一等奖学金

学科竞赛：2019浙江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荣誉称号：1.2018-2019校三好学生2.2020届省、校级优秀毕业生（公

示中）



学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赵*强 性别 男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安徽亳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英语培训/外贸业务员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英语四六级、英专四、普通话二甲、计算机一级、注册品类管理师

实践经历

宁波南苑饭店：学习酒店管理

宁波奥特莱斯耐克：销售员

学校英语学院：实践部干事

获奖情况

省政府奖学金、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SPT学生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专项奖学金

学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陈*林 性别 女 专业 新闻学

生源地 安徽合肥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品牌公关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上海

技能证书 韩语辅修证书 CET-4，普通话二甲，计算机二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6.07-2016.09 房大亨网络科技公司 担任新媒体运营一职，负责全

文撰写，摄影摄像，并且获得优秀员工证书。

2017.07-2017.09 移动公司 营销策划 协助运营执行推广活动，负责

公司自媒体的信息发布和维护

2016.12-2018.03 网络安全科普基地 组员 负责定期微博推送，宣传

和海报制作

2018.07-2018.09韵尉听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媒体编辑，负责全文

撰写，采访和摄影摄像工作。

获奖情况

获得2017-2018年大学生治保会"优秀助理"荣誉证书

获得2017-20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获得2018-2019年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获得2018-2019年校二等奖学金

2018-2019年网络传播学院"晨读之星"荣誉



学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张*翔 性别 女 专业 数字媒体艺术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新媒体类、电商运营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CET四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09-2017.11，浙江台州经纬印业有限公司，设计师助理，负责为

设计师处理图片、协助摄影师拍摄产品并修图，公司参加摄影展是负

责对外沟通和宣传本公司业务和产品。

2019.3-2019.5，绍兴市柯桥伯特利艺术学校，教务老师，负责接待并

介绍课程详情，沟通协调记录老师和学生的上课情况，并兼任助教老

师。

2019.9-2019.12 绍兴乐思辅导培训机构担任辅导老师

获奖情况

2017年5月获合肥市“信用合肥”LOGO优秀奖

2018年10月获浙江省大学生文创产业与艺术设计本科组三等奖

2019年12月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575-89114668

姓名 丁*婷 性别 女 专业 酒店管理专业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人力资源、培训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普通话证、英语四级、全栈设计师等

实践经历

2017年3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第三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接待主负责;

2017年5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与菲律宾莱西姆大学会议志愿接待；

2017年11月参加绍兴世贸皇冠假日酒店诸暨人大会议礼仪接待;

2018年3月参加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Inspire Women in

Hospitality Summit”志愿服务；

2018年7月参加上海中星铂尔曼酒店行政酒廊岗位专业实习6个月；

2019年4月参加省第八届“省际会展掌门人圆桌会议”志愿服务；

2019年5月参加绍兴科技馆志愿者活动等。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2018学年“省政府奖学金”；

2018-2019学年“省政府奖学金”，“优秀SPT一等奖学金”；

上海中星铂尔曼酒店“优秀实习生”，校级“一站到底”心理知识竞

赛团队决赛三等奖，校级心理话剧大赛三等奖；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晨读标兵”，“先进团员”；“全国大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优

胜奖”，“全国大学生环保知识竞赛优胜奖”等。



学校： 宁波财经学院 联系人： 施和俊 电话：0574-88046331

姓名 王*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河南周口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金融行业、行政管理 意向就业城市 慈溪、宁波

技能证书 全国涉外会计岗位专业证书、全国信息化工程师项目证书

实践经历

校创新创业博览会荣获个人特等奖、东区浙江省戴尔课戴表HRA、苏宁

校园俱乐部主席、慈溪市鑫慧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助理

获奖情况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招生志愿者、优秀学生、单项积极分子、国家励

志奖学金

学校：宁波财经学院 联系人：徐葳 电话：0574-88052157

姓名 罗*红 性别 女 专业 工商管理

生源地 浙江慈溪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浙江省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本人在校期间主要担任学院学生党员办公室负责人和班级组织委

员，并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实习生、校级三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

干部、校级优秀学生助理



学校：宁波财经学院 联系人：徐葳 电 话：0574-88052157

姓名 刘*军 性别 男 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设计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数控钳工中级证，计算机二级证书，CAD高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7年寒假宁波延峰汽车饰件公司实习两个月；

2019年暑假宁波金氏实业有限公司实习两个月

获奖情况
1、16-17 优秀学生干部；2、16-17 国家励志奖学金；3、17-18

优秀学生干部；4、17-18 国家励志奖学金；5、18-19 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联系人：顾薇薇 电话：0571-86929124

姓名 胡* 性别 男 专业 软件工程

生源地 浙江金华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后端开发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能够使用springboot，

ssm，ssh框架实现过鲜花售卖系统，小型聊天室等；在杭州新舰有限

公司实习，从事后端开发，完成网站页面的编辑等工作。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 二等奖学金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 二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 三等奖学金

2018/2019学年 三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联系人：顾薇薇 电话：0571-86929124

姓名 黄*旭 性别 男 专业 水利水电工程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水利、市政建设单位或设

计工作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或温州

技能证书 土建施工员证，浙江省计算机三级；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7.10-2018.02 浙江耀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造价实习

获奖情况

2015-2016、2016-2017、2018-2019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2020届省优

秀毕业生；2018届、2020届校优秀毕业生；2016-2017学年校优秀学生

干部；2015-2016、2016-2017、2018-2019学年校优秀团员；2015-2016

学年校优秀学生；获校二等奖学金6次，三等奖学金2次；2018学年院

第五届“彩虹之星”之自强人物。

学校：浙江音乐学院 联系人：谢晶 电话：0571-89808364

姓名 李*毅 性别 男 专业 小提琴

生源地 河南开封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乐团演奏员 老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证书

实践经历

1.作为浙江音乐学院弦乐室内乐首席，曾参加浙音弦乐室内乐团专场

音乐会；参加大学生艺术展，并荣获一等奖；第二届国际室内乐音乐

节演出，演出间在《D大调协奏曲》这首作品中担任指挥。

2.积极参加学院实习乐团，奔赴全省5个市区，演出9场，作为班长和

乐团副首席，协助老师做好乐团成员食宿、排练等相关工作。

3.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曾奔赴台州6个乡镇参加文艺下乡活动，团

队获得浙江省先进团队。

4.积累教师经验，在崇音琴行和宫羽琴行担任兼职教师，教过零基础、

学琴三年以上以及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

获奖情况

获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小提琴比赛浙江赛区选拔赛暨第六届浙江

省小提琴比赛三等奖；获浙江音乐学院第二届“尽善奖”选拔赛（独

奏组）二等奖；获国家励志奖学金、社会工作奖、专业优秀奖学金、

社会工作奖、优秀班干部等。



学校：杭州医学院 联系人：刘俊汲 电话：0571-87692648

姓名 姜* 性别 女 专业 医学检验技术

生源地 浙江金华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医院检验科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金华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2017.07-2018.03 金华中心医院实习

2020.01-至今 杭州肿瘤医院检验科实习

获奖情况

2018-2019学年校级优秀团员、校级三等奖学金、文艺积极分子

2019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 杭州医学院 联系人：刘俊汲 电话：0571-87692648

姓名 蓝*纤 性别 女 专业 口腔医学

生源地 浙江遂昌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口腔医生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在大一大二学年的时候均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校二等奖学金。在

校期间通过了大学英语四六级以及计算机一二级。在大二学年期间，

我还积极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各项学科专业技能比赛。曾获得浙江省“感

恩季”学生资助优秀作品高校组征文三等奖。担任过社团的副社长，

在大一期间的暑假，参加“新青年乡村振兴创梦丽水”大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口腔科实习。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2019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及聪园励志助学金三等奖学金

2019学年荣获浙江省“感恩季”学生资助征文优秀作品高校组三等奖

2017-2018、2018-2019学年校二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社会实践积极分子、优秀社员

2018-2019学年学习积极分子、优秀社员



学校： 杭州医学院 联系人：刘俊汲 电话：0571-87692648

姓名 徐*蒙 性别 女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护士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8浙江医院见习、省人民医院见习

2019.10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实习

2019.07-2020.0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轮转实习

获奖情况

2017-2018军训优秀学员、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2019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干事等

学校：温州商学院 联系人： 周军 电话：0577-86689399

姓名 郑*婷 性别 女 专业 产品设计交互方向

生源地 温州永嘉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ui设计、产品经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甲

实践经历

2017.5-2017.11 建林画室手工老师

2018.3-2018.11 温州万象城肯德基实习生

2019.6-2019.10 杭州云夕家民宿管家

2019.3 参加杭州设计开放大学“设咖工场”

2019.11-2020.11 温州万象城优衣库实习生

获奖情况

获温州商学第九届商技群英汇创意写生二等奖，浙江省大学生工业设

计竞赛一等奖，米兰设计周优秀作品展优秀奖，浙江省“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铜奖，浙江省大学生工业设计竞赛三等奖等。

获“温商正能量 青年榜样”称号、院级“三好学生”称号等。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省政府奖学金，获得5次德育奖学金、

1次学业一等奖学金、3次学业二等奖学金、2次学业三等奖学金等。



学校： 温州商学院 联系人：周军 电话：0577-86689399

姓名 李*亭 性别 女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供应链管理专员 意向就业城市 苏州 杭州 上海

技能证书 CET-4、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6.07-2016.08实习于新沂第二航运公司，承担水手工作；

2019.07-2019.08实习于东腾电器设备公司，承担仓管工作。

2018.10-2020.01在校担任科研助理，后升为系主任助理

2019.02-2019.07在校担任教务处助理同时任亲清学堂助理

获奖情况

2018年全国大学生物流仿真设计大赛二等奖；

2018-2019学年获学业奖学金；

2019年秋季获国家助学金。

学校：浙大城市学院 联系人：钱丽敏 电话：0571-88179732

姓名 曹*素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温州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英语教师，翻译，英语外

贸销售，英语教学辅导。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六级、专业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8.11-2019.7 长颈鹿美语培训机构，负责资料和教具准备，电话教

学和录音作业批改，课堂全英沟通

2017.6-2018.11 新东方培训机构，负责开班前与家长联系，课前准备，

批改作业，考试监管，汇总成绩表格

2017.4-2017.6 杭州青雀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组，负责利用微信

推文，推广产品，分析客户和产品数据

获奖情况 优秀学生干部、团干部、三好学生、学业优秀三等奖学金



学校： 浙大城市学院 联系人： 成禄 电话：0571-88018756

姓名 郜*莹 性别 女 专业 工商管理

生源地 河南洛阳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职能行政、营销销售岗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上海、河南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教师资格证笔试、驾驶证

实践经历

大一时在学校计财办做勤工助理，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整理凭证、汇集

成册、存放、其他杂务等。大二国庆节在浙大兼职做某社会调研项目

的话务调查员，主要工作就是电话随机调查询问并记录问卷情况，甄

别有用信息，回收调查问卷。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大学生科研二等奖、学业三等奖、魏绍相对外交流

基金、娃哈哈春风助学金基金、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

团干部、国际志愿者证书

学校：浙大城市学院 联系人：姚慧 电话：0571-88018710

姓名 苏*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河北衡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销售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2016年7月-2019年8月 飞阁补习班负责人 连续四年开办寒暑假辅导

班，负责宣传管理工作，共辅导学生 200余名，累计收入 30000余元。

2018年9月-2019年1月 新东方（运河上街教学区）助教 负责与家长沟

通，关注学员课程学习及报班情况；协助教师开展授课；督促学生完

成既定的学习目标，检查学员学习效果及时跟踪反馈提升教学质量。

2016年9月-至今 班级团支书 负责策划组织班级团日活动并协助班长

在班内开展班级活动；负责整理归档班级内党团员信息等。

2018年9月-2019年6月 信电分院学生第五党支部组织委员

2017年9月-2018年6月 浙大城院信电分院新生班助

2017年6月-2019年6月 浙大城院校友工作协会校友服务大使 负责联

络校友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协助校发展联络部拓展社会资源 ，开展

“校友进校园”系列讲座活动。

获奖情况

实践教育优秀奖学金（2017）、社会工作优秀奖学金（2018）、优秀

学生干部荣誉称号（2018）、国家励志奖学金（2017-2019）、安达可

奖学金（2019）



学校：浙大城市学院 联系人：曹尚尚 电话：0571-88018734

姓名 张*铷 性别 女 专业 药学

生源地 浙江淳安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药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CET≥425；西式烹调师五级；大学生化学实验操作技能

实践经历

杭州市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志愿者服务；

杭州市拱墅区卫计局实习一月；

杭州市紫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实习一个半月；

参与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过渡金属催化的酰胺C-N键活化的DCCP反

应》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优秀三等奖学金

2017 大学生化学实验操作技能竞赛二等奖

2018-2019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优秀三等奖学金

学校：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刘杜娟 电话：0574-88130032

姓名 张*缘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江苏连云港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外贸实习生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CET-6、TEM4

实践经历

2018.06 参加学校三叶草临终关怀暑期社会实践

2018.09—2019.06 担任外国语学院青协副会长一职

2019.03—2019.05 在宁波夏恩少儿英语担任英语助教老师

2019.07—2019.12 在宁波海伦多兰少儿英语担任英语助教老师

获奖情况

多次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好学生、校级优秀

志愿者等；

获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英语专业组校级三等奖”，第三届“LSCAT”

杯浙江省翻译竞赛优胜奖，第2届“洛杉矶”国际青少年音乐公开赛荣

获优秀志愿者称号，获2018年甬港联谊“新丽”奖助学金，被评为浙

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英文记者团“优秀编辑”，第十二届“高教杯”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优秀志愿者”称

号，第3届“洛杉矶”国际青少年音乐公开赛“优秀志愿者”称号等。



学校：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张腾 电话：0574-88229578

姓名 宋*婷 性别 女 专业 工程管理

生源地 浙江淳安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成本方面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甲、CET-4

实践经历

实习经历：江山万里置业有限公司成本部：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生产过

程中的清单编制、标书分析、各项支出结算审核。

学生干部：项目管理协会会长、担任工程管理 161 班团支书、工程管

理 182 班导师助理、工程管理学生党支部支委。

技能学习：自学了广联达软件，参加了广联达第七届全国高等院校建

筑软件技能认证大赛。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优秀

团干部等；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演讲比赛一等奖、微型党课一

等奖、暑期社会实践省“最佳合作团队”、模拟招投标大赛一等奖。

发表“EPC项目建筑工业化过程中施工合同经济性的影响因素”、“基

于新型工业化条件的房地产项目成本控制影响研究”等多篇论文。

学校：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曲昊杨 电话：0574-88130262

姓名 郑*升 性别 女 专业 新闻学

生源地 浙江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记者、编辑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甲；省计算机（office）二级

实践经历

校报记者团副团长，官网、校报共发表文章（个人、合作）6篇；在校

期间，共3篇采访稿（个人、合作）刊印出版；曾任浙江雨姜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高级编辑助理（实习生）

获奖情况

校报记者团3月份每月之星；新闻所创意短片设计大赛三等奖、优秀奖

各1次；传媒学院院长奖三等奖；校第二届汉语口语竞赛三等奖；校“励

志先锋”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分别获国家一等、

二等、三等奖学金各1次



学校：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联系人：李桢 电话：0574-88229074

姓名 武*琪 性别 女 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高中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大学期间有过校外辅导班兼职教师经历，亲身体验了专业教师的要求，

让我懂得教学内容不能只停留在知识方面，更多是知识以外的方法，

学会如何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去。一名专业的教师

不仅要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学生的问题，教学过程不

在于教师做了什么，而在于学生学会了什么。本次经历丰富了我的教

学实践经验，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了锻炼。

获奖情况

学生军训综合考评一等奖

2016-2017学年院新生辩论赛第一名

2017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个人

2016-2017学年校二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2017-2018学年校二等奖学金、校三好学生荣誉称号

2018-2019学年校三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8年度优秀团干部荣誉称号

学校：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联系人：蔡云韬 电话：0573-82878228

姓名 许*豪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

生源地 江苏南通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硬件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上海、浙江嘉兴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证书、英语四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证书

实践经历

2018 年 8 月—2018 年 9 月，欧宝责任有限公司，担任生产线管理员；

2018 年 3 月，参加寒假社会实践活动，调研木雕技艺，传承优秀文化

遗产。

曾参加夜巡南湖、微语课堂、月河手工义卖志愿者活动。

获奖情况

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一次，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校级优秀学生奖学

金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学金两次，住友理工奖学金一次；获校级优秀

学生称号两次，优秀团干称号一次。



学校：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联系人：蔡云韬 电话：0573-82878228

姓名 景*虹 性别 女 专业 汽车服务工程

生源地 湖北荆门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教育、物流管理、机械/汽车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武汉

技能证书 普通话水平测试二级乙、机动车驾驶证（C1）

实践经历

2017年10月-至今担任汽车服务工程1601班团支书；

2019年9月-至今担任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学生党支部宣传委员；

2016年10月起担任校爱心协会实践部干事；

2019年5月参加浙江省第十六届“正源杯”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

2017年-2018年在校公寓管理中心兼职公寓值班员；

2019年7-8月在浙江嘉兴永欣汽车有限公司兼职销售顾问；

2019年11-12月在浙江杭州天燕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市场专员；

2020年2月在湖北省荆门市参加当地的抗疫宣传志愿者；

另外大学期间参加“爱心献测”、“同浙樱花伴你行”、“校友返校”

等志愿活动以及定期前往社区参与志愿活动。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获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宏达

励志三等奖学金；2017-2018学年获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宏达励志三等奖学金、军训标兵；2018-2019学

年获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优秀团干、宏达励

志三等奖学金；

学校：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联系人：蔡云韬 电话：0573-82878228

姓名 邢*萍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浙江嵊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外贸、运营等相关专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1.CET-6 2.浙江省计算机二级证书 3.上海中级口译笔译证书

实践经历

1、大二暑假，Ulti-Mate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处理财务、报

关工作；

2、2017-2018年校团委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 ；

3、担任2017-2019年校人事处学生助理，以整理简历为主。

获奖情况

1、同济大学浙江学院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

2、获得校优秀学生奖学金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

3、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三次、宏达励志奖学金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

次、三等奖一次；

4、第五届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三等奖；

5、同济大学浙江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二等奖；

6、2017年度南湖区优秀大学生志愿者、经管系优秀志愿者



学校：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联系人：徐睿 电话：0579-82169312

姓名 罗* 性别 女 专业 金融学

生源地 江西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金融行业 意向就业城市 北上广深，杭州，江西

技能证书

2017年: 浙江省计算机二级

2018年：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英语四级（520分）

2019年：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2018.7--2018.8 浙江省金华泰隆银行信贷部实习生 对贷款客户进行

相关资产核实；协助完成信贷检查；帮助整理相关资料。

2018.3--2019.6 学校学生处学生助理 帮助整理全校学生成绩资料；

核查全校贫困生人数及信息整理；协助老师完成相应工作。

2019.7--2019.8 江西丰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堂助理实习

生 指导客户完成存取款业务。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学习优秀奖学金一

等奖、专业技能优秀奖学金等；获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第三届证券

投资竞赛三等奖。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联系人：邓茜钰 电话：15957163256

姓名 洪*平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设计

生源地 杭州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室内设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日语 JLPT-N2，普通话，计算机二级证书,CAD，SU，PS

实践经历 2019.07-2019.09 杭州圣都装饰

获奖情况

省、市级优秀毕业生推荐人，获 2019 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 单项学习类奖学金，2018，2019 优秀团干，2017 设计学院

中文演讲一等奖，2018 校“纵横杯”辩论赛团队二等奖，2018 之江学

院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三等奖。



学校：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联系人：孙俊 电话：0575-81112563

姓名 汪*龙 性别 男 专业 机械工程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机械类相关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CET-4、计算机二级（C语言）、数控车工4级

实践经历

2019.08-2019.11 在浙江联池水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制造技术部开展

专业实习

获奖情况

2016-2017 学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单项奖学金；2017-2018 学年

获省政府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

2018-2019学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十大先锋学子“自

强自立先锋”获得者、校优秀团员。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联系人：应子昂 电话：0579-82293111

姓名 李*欣 性别 女 专业 汉语言文学（复合）

生源地 河南信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小学语文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 计算机二级 普通话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兼职：杭州航天创客艺术中心、金华俞希教育等机构；

实习：浙江省余杭区临平一小。

获奖情况

荣获行知学院优秀毕业生、优秀团干、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荣获两

次优秀学生二等奖、社会工作优秀奖。

学院级比赛：调研大赛一等奖、十佳主持人大赛亚军、心理知识大比

拼三等奖、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等。

二级学院级比赛：新生演讲赛优胜奖、三笔字大赛粉笔组三等奖等。



学校：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联系人：应子昂 电话：0579-82293111

姓名 邹*瑞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产品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优秀，普通话二级甲等

实践经历

参加省级电子商务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等比赛且获得优秀成绩；

在杭州森马物流基地实践学习，学习产品物流流程；实地参观智能拣

货技术和仓库规模；学习与物流公司联系沟通，与生产部合作，参与

制定相关运营策略和指标，积极参与团队实践活动。

获奖情况

浙江省优秀毕业生，连续三学年获得校奖学金及三好学生荣誉称

号，浙江省第四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浙江省第

十三届和第十四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二等奖。

学校：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帅 电话：15067452973

姓名 邵*江 性别 男 专业 法学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律师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1驾驶证

实践经历

2016-2017 学年：积极参与报亭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

2017-2018 学年：无偿献血一次；参加浙江省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

赛中的论文比赛；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暑期实习；

2018-2019 学年：担任班级纪律委员。

获奖情况

2016—2017 学年：宁波大学一星级志愿者、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优

秀志愿者、二等奖学金、学习标兵；

2017—2018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一等奖学金、学习标兵；

2018—2019 学年：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学校：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帅 电话：15067452973

姓名 潜*青 性别 男 专业 生物技术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QC\质控\质检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CET-4、普通话二乙证书、驾驶证

实践经历

2018 年 7 月-2018 年 8 月：宁波农科院实习

2020 年 3 月至今：宁波奥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习

获奖情况

2016-2017 学年：三等奖学金

2017-2018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

2018-2019 学年：博达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2020 学年：第十一届浙江省生命科学竞赛获一等奖、第三届全

国生命科学竞赛二等奖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联系人：胡长安 电话：0575-82001777

姓名 柴*媛 性别 女 专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

生源地 浙江江山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服装设计师助理、买手、

商品企划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

技能证书
服装定制中级、助理电子商务师证、国际商务外贸外贸单证员资格证、

省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9.03—至今 上海寇驰贸易有限公司 PT

2017.05—2019.03 上海星巴克咖啡经营有限公司 PT

2017.11 宁波马威服饰有限公司 天猫双11线上客服

2017.12 宁波太平鸟风尚女装 门店实习

2016.04—2016.09 杭州妙味川味观餐饮有限公司 PT

获奖情况

2016—2018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获时装学院“唐狮杯”首届

商品调研二等奖、校创新创业奖、校个人特长奖、校优秀团员、校优

秀青年志愿者、校第五届“挑战”杯二等奖等。

2018-2020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获院三好学生、院二等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团干部、院优秀毕业生等。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联系人：胡长安 电话：0575-82001777

姓名 吕*敏 性别 女 专业 工程管理

生源地 安徽合肥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工程造价类相关专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8.05--2018.09：杭州合泽行贸易有限公司 外贸助理

主要负责发送开发信，制定报价表，回复询盘，拍产品图上传，引流，

装饰店铺等

获奖情况

2019 国家励志奖学金，专业三等奖学金，优秀团员，社会积极分子

2020 院级优秀毕业生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联系人：胡长安 电话：0575-82001777

姓名 陈*淇 性别 女 专业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生源地 浙江金华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电商 意向就业城市 义乌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计算机三级、信息处理技术员证书

实践经历

2018年7月在谢塘镇开展人文系“小黄人冲呀！”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2019年1月-6月在上虞城区当垃圾分类质量测评小“虞”滴

获奖情况

2017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甲组（普通组）三等奖、2017年浙江省“康

恩贝自强奖学金”一等奖、2017-2018学年优秀大学生三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2018-2019学年优秀大学生三等奖学

金、2018-2019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2018年绍兴市第八届电子商务竞

赛本科商务类三等奖、2018年院电子商务竞赛二等奖



学校：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联系人：胡长安 电话：0575-82001777

姓名 杨*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浙江苍南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财务会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市、温州市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师证、银行初级职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

实践经历

1.2018年7-9月在温州海川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会计实习生，协助及

时办理、保管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财务档案资料，加强原始凭证

审核、编制好记账凭证，及时登记各类账簿。

2.2019年7-9月在温州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计实习生，参加国企的

年度审计，主要协助对建设项目概算执行情况及概算调整的真实性、

合规性进行审计 对相关凭证、报表等审计证据进行审核。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2016-2019）、优秀学生奖学金（2016-2019）、三

好学生（2018-2019）、社会活动积极分子（2016-2017）、

点钞大赛三等级（2017）、炒股大赛三等奖（2017）、汉字听写大赛

优胜奖（2018）

学校：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联系人：何锋 电话：0571-69936687

姓名 吴*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湖州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会计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职称证、六级、基金从业资格证

实践经历
曾担任社长，做过某电子商务企业的财务助理，参与过助残爱老的暑

假社会实践活动。

获奖情况

财会信息化大赛校二等、能力优秀奖学金校二等、电子沙盘竞赛校二

等、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



学校：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联系人：何锋 电话：0571-69936687

姓名 张*伶 性别 女 专业 财务管理

生源地 浙江嵊州 政治面貌 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财务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会计初级职称；证券从业资格；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1、大二暑假在嵊州雷樱电器有限公司的实习，主要协助会计师做一些

基础会计工作；

2、兼职晚托班老师；兼职婚礼督导；兼职美团外卖校内管理负责人，

负责人员排班、记录每日单量、金额和发工资；

3、在校内担任班级辅导员助理。

获奖情况

1、荣获三次国家励志奖学金；

2、荣获学业三等奖学金；

3、荣获三好学生称号；

4、荣获浙江工商大学优秀团员；

5、获“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非专业组）三等奖。

学校：浙江海洋大学东海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人：范彩彩 电话：18768013626

姓名 胡*清 性别 女 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生源地 浙江慈溪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电气自动化相关行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慈溪

技能证书 CET6-438；计算机二级-88

实践经历

1.先后任班级宣传委员、团支部书记，定制组织谋划主题团日活动，积

极动员班级同学并带头参加各类志愿服务50余次，累计时长100余小时。

2.曾任学院阳光总会新闻中心主任、学院工程系学生第二党支部党务工

作联络员，并担任部门和支部暑期“三下乡”新闻报道组主要负责人，

协调完成各项分管工作。

3.担任 2018 级电气专业新生班主任助理、担任学院大学物理实验室助

理，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中国水运》发表学术论文 1篇。

获奖情况

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1 次、一等奖学金 1次、二等奖学金 1次、三等

奖学金 1次，三好学生 2次、优秀学生干部 2次、优秀团干部 1次、优

秀共青团员 1次，校级十佳寝室 1次。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联系人：韩改田 电话：0575-87766905

姓名 林*妃 性别 女 专业 产品设计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室内设计设计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 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龙游城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助理

获奖情况

2020届省级、市级、校级优秀毕业生

2019年校级二等、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省政府、校级二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团干部

2017年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团干部

学校：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联系人：王金柯 电话：0575-87760065

姓名 金*艳 性别 女 专业 汽车服务工程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产党员 学历 大学本科

求职意向 教育/文员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温州

技能证书 CET-4 办公室软件二级 红十字救助证 驾驶证

实践经历 参加2017年暑假社会实践

获奖情况

2016-2017 学年获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2016-2017 学年“优秀心理互助员”称号

2016-2017 学年获优秀团干部称号

2017-2018 学年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2017 年度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经管类三等奖

2017 学年获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2017 年度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理论）竞赛二等奖

2017-2018 学年获优秀团员称号

2018-2019 学年获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



学校：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联系人：钱成敏 电话：13777792531

姓名 蔡*娇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英语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台州

技能证书 小学英语资格证书、大学英语六级、BEC b2

实践经历
2017-2019 瑞安市剑桥教育中心，英语辅导老师

获奖情况 校级优秀毕业生；连续3年获得校二等奖学金

学校：温州医科大学仁济学院 联系人：钱成敏 电话：13777792531

姓名 储*沁 性别 女 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行政管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CET4，二级办公软件高级应用技术合格证书，普通话水平二乙证书

实践经历

2016.10 - 2019.01 温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教师助理

2019.12 - 至今 浙江大学附属医院邵逸夫医院实习

获奖情况

2016-2017 国家励志奖学金 三等奖学金 校三好学生

2017-2018 省政府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校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

2018-2019 国家励志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 三好学生 优秀团员

2019-2020 省优秀毕业生



学校：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联系人：庄凯 电话：0571-28861399

姓名 陈*晴 性别 女 专业 英语

生源地 浙江仙居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外贸类，销售类，互联网

运营等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专业四级，大学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1.任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外国语分院青服中心干事，负责志愿者活

动项目的开展及策划，撰写新闻稿。开展了诸如“杭港地铁志愿者”

“哥哥姐姐服务队”等多项志愿者活动，有超过三百位同学的参与。

2.任外国语分院外联部副部长，负责为活动筹集经费，管理外联团队。

参与组织策划了外国语分院迎新晚会、钱江学院英语竞赛等活动。

3.参与策划“爱心追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并连续两年在临县曹峪坪

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及班主任，担任教学组组长并参与扶贫调研。

4.蓝波湾北美教育外教助教，负责协助外教完成幼儿口语课上课内容。

5.就职于川博教育，担任语文老师，负责初一初二的语文一对一教学。

6.杭州兔狗家装网兼职客户服务。

7.杭州木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亚马逊售后客服。

获奖情况

2019学年第二学期学习优秀二等奖学金，2018学年外国语分院百部电

影二等奖，2019学年钱江学院“领航者”寝室。

学校：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联系人：庄凯 电话：0571-28861399

姓名 方*咪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学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会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职称、计算机二级、大学英语四级、普通话二级、C1驾驶证

实践经历

2019.12-至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负责集团区

域的财务考核，利用“T+畅捷通”处理区域账务等。

2019.07-2019.09 浙江绿城商地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出纳兼行政 出纳

（整理凭证、开发票、费用报销单管理等）；行政（来访接待、会务

管理等）；项目（写万达资产运营管理报告、做投后管理报告PPT）。

2018.07-2018.09 杭州首财宝会计服务有限公司会计 熟悉用友财务

软件和报税系统，获2018年暑期专业见习“优秀见习生”称号。

2017.09-至今 “Fast代寄代拿快递服务”微信群创建人 负责接单，

派兼职人员到快递点取快递并配送，当天结算并与客户沟通。

2017.09-2018.06 杭州师范大学计划财务处会计（勤工俭学） 负责核

对银行对账单、整理发票等。

获奖情况

获2020届省优毕业生、校优毕业生、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三

好学生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

获2018年浙江省“衡信杯”税务技能大赛三等奖，浙江省第五届“德

邦证券同花顺杯”大学生证券投资竞赛三等奖等。



学校：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 联系人：秦佳晶 电话：0572-2321555

姓名 徐*妹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设计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教育机构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湖州

实践经历
2018.09-2019.12 优学教育 辅导老师

2019.07-2019.09.1 湖人艺学 辅导老师

获奖情况

1.在 2016 年担任六幢寝室楼长，协助寝室辅导员工作，工作认真，

获得 2016-2017 年六幢楼长聘书；

2.在2016年学校团员培训中获得2016年度湖州师范学院求真学院优

秀团员证书；

3.获得 2017-2018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4.获得 2018-2019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5.获得 2018-2019 年校内二等级奖学金；

6.获得 2019 年“裕峰杯”浙江省第二届大学生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

赛三等奖；

7.获得湖州师范学院 2019 年第一届环境生态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

学校：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75-88342421

姓名 柳*燕 性别 女 专业 药学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医院药房、CRC、CRA 意向就业城市
台州、嘉兴、杭州、

宁波等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英语四级、绍兴市救护员证

实践经历

2018.07–2018.08 在绍兴第二医院当实习生，主要是熟悉医院各个

药房的工作流程与操作，并了解了许多临床常用药的用法用量；

2019.07–2019.08 在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当实习生，分别在该公

司办公室、财务部及质检部三个部门轮流学习。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学院综合一等奖学金；

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学院“优秀团学干部”、学院“优秀团员”、学

院“优秀书院干部”、学院“三十佳”楼层长、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勤工俭学先进个人、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先进个人等称号；

获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创新竞赛一、二等奖，学院“震元杯”第二届大

学生学科竞赛一等奖。



学校：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75-88342421

姓名 叶*青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浙江江山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销售/行政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证券从业资格证、初级会计证、计算机二级、CET4

实践经历

校内实践：2016.11-2019.11 元培学院经济管理分院 党建联系人

2017.09-2018.06 创展服务模拟有限公司 培训部副经理

2017.09-2018.06 沙盘社 副社长

2017.09-2019.06 市场1601班 团支书

2018.09-2019.06 元培学院经济管理分院 辅导员助理、班主任助理

2018.10-2018.12 中国扶贫基金会 善行一百志愿者

校外实习：2016.11-2017.11 英孚教育 市场推广/督导

2019.07-2019.08 泰隆银行绍兴分行 人力资源实习生

2019.11-2019.11 北岛音乐 课程顾问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学院综合一等奖学金等；

获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

获省大学生高等数学（微积分）竞赛经管类二等奖，省“百树杯”第

四届大学生企业模拟经营竞赛三等奖，绍兴市第八届大学生 ERP 沙盘

模拟经营大赛本科组二等奖，绍兴市首届大学生证券投资经营竞赛团

体投资策略组三等奖，学院证券投资竞赛一等奖，绍兴市暑假社会实

践优秀团队，学院“我身边的经济学”征文二等奖等。

学校：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联系人：王兰芬 电话：0573-83643181

姓名 张*子 性别 女 专业 临床医学

生源地 安徽亳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临床医生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嘉兴

技能证书 大学四级 驾照 普通话证书

实践经历

2018.08-2019.07 浙江省荣军医院、嘉兴妇保院 实习生

2018.07-2018.08 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 见习

2016.07-2016.08 安徽省涡阳县中医院医院心内科 见习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 4次；公益活动奖 1次；

嘉兴学院优秀学生 2等奖学金 1次，3等奖学金 7次；

优秀学生干部，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校级征文比赛优胜奖，团队校级辩论赛亚军。



学校：嘉兴学院南湖学院 联系人：王兰芬 电话：0573-83643181

姓名 王*生 性别 男 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生产管理、采购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CET-4 普通话二乙 计算机二级 驾驶证

实践经历

2018.07-2018.08：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质检员，主要的工

作是负责产品的检查和设备的测试。

获奖情况 四次三等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

学校：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联系人：胡志洪 电话：0571-86872382

姓名 潘* 性别 男 专业 测控技术与仪器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互联网，市场营销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2014-2016 年于宁波边防部队服役，服役期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养

成雷厉风行的良好品质。

2016-2020 年于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就学，就学期间曾任班长，

辅导员助理等职务，工作踏实负责，执行力强。疫情期间积极响应当地

号召，投身抗疫一线，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获奖情况

当兵期间曾获优秀士兵，嘉奖荣誉。大学在校期间曾获奖学金以及校级

共青团员，优秀班干部等称号。



学校：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联系人：曹克亮 电话：0571-86872321

姓名 孙*翠 性别 女 专业 工业设计

生源地 安徽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UI交互设计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

实践经历 寒暑假做过服务类兼职

获奖情况

2016年获校内辩论赛“优秀辩手”称号

2017至2018年度获航空航天模型比赛对地侦察与打击项目省二等奖

2017至2018年获全国航天航空模型比赛对地侦察与打击项目国家三等

奖

2018年在《山东青年》杂志发表论文《我的职业生涯规划》

2019年在《作家天地》发表论文《浅析思想观念的转变在职业生涯规

划中的重要性》

2018年获“大自然杯”户外旅行用品设计比赛一等奖

2019年获包装设计比赛优秀奖

学校：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联系人：胡叶帅 电话：18367627236

姓名 赵*盼 性别 女 专业 保险学

生源地 安徽阜阳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银行柜员；行政内勤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证券从业资格证、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校内：担任班级副班长；担任院学生社区委员会组织部干事；保险协

会副社长；学院新生班级助理。

校外：中国平安宁波分公司实习 任职内勤及电话营销。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素质拓展奖学金、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等；

获2020届校级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班助、军

训“先进个人”、学院第十一届“励志之星”等称号；

获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二等奖、校舞蹈大赛一等奖、第三届保险营销

竞赛二等奖等。



学校：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联系人：陈杰 电话：0573-87571330

姓名 潘*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浙江建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电商运营、会计等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证书、信息处理技术员证书、大学英语四级证书、浙江省计

算机二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证书、驾驶证

实践经历

2019年7月-2019年9月 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财务

人员

2019年12月-2020年2月 上海纪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运营助理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等；

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习之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先进个人”等称号；

获第十三届“破冰论坛”二等奖，第三届APP设计竞赛二等奖，第九届

大学生网络“创意、创新、创业”竞赛二等奖，第七届岗位分析大赛

一等奖，第十届大学生网络“创意、创新、创业”竞赛二等奖，第三

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等。

学校：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联系人：陈杰 电话：0573-87571330

姓名 陈*康 性别 男 专业 工程管理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建筑工程类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六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7-2018年在杭州龙湖地产有限公司实习，资料员；

2018-2019年在杭州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实习，客诉专员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学年获国家励奖学金；

2018-2019学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2019学年获学习优秀二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韦静 电话：15167176860

姓名 黄*思 性别 男 专业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运营分公司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电工四级、钳工中级、车工中级、计算机一级、英语B级

实践经历

1.2019.9-11在杭州鼎易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一职

2.2018.10-2019.06担任轨道交通学院学生会学风部干事一职

3.参加2018年、2019年轨道交通学院技能节以及校运动会

4.2019.05.11/2019.04.10/2018.11.21曾在浙江省血液中心献血

获奖情况

获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等；

获优秀大学生干部、优秀团员等称号；

获2018年第二届轨道交通学院迎新杯篮球赛亚军，2019年轨道交通学

院趣味运动会立定跳远接力赛第一名。

学校：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韦静 电话：15167176860

姓名 刘*燕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管理

生源地 丽水云和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旅游顾问、导游 意向就业城市 丽水云和

技能证书 导游证、全国计算机一级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在班级里担任团支书。2017－2018学年班级综合排名第二，2018

－2019学年班级综合排名第一。

利用周末以及寒暑假兼职。自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利用周末

时间在杭州沐童旅行社有限公司带领单日活动，主要是负责与孩子家

长沟通，户外的摄影，带领7～13岁的孩子户外活动。18年寒假带领前

往沈阳八天七夜的冰雪营地。18年暑假去往宣城五天四夜的夏令营以

及八天七夜的内蒙古之行。自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在万达影城周末

兼职。自2019年11月在云和云游旅行社开始实习。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等；

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优秀大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等称号；

获浙江省征文二等奖。



学校：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韦静 电话：15167176860

姓名 刘*豪 性别 男 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造价，市政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机械员，中级测量放线工

实践经历
2017.07-08月温州十足便利店员工；

2019.12月中铁四局下蚌埠市治淮路市政公司施工员

获奖情况

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等；

获校级优秀大学生、校级优秀大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

优秀干事等称号；

获 2018-2019 学年模型制作匠士证书，第十届全国高校茅以升班夏令

营优秀志愿。

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耀君 电话：0579-82230730

姓名 叶*利 性别 男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生源地 浙江临海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技术、设计人员 意向就业城市 临海、杭州

技能证书 数控铣床高级工 普通车床中级工

实践经历

2018 年 7-9 月 在临海市某机械厂从事打包零件工作

2019 年 7-9 月 在杭州市景文路美团站点从事骑手工作

2020年2-5月 在浙江文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操作激光焊接机焊

接工作

获奖情况

2017 年-2018 年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一次，

二等奖学金一次，三星志愿者两次，在大合唱比赛中获团体一等奖，在

庆祝 5.4 青年节大合唱活动中获金华市市级荣誉。

2018 年-2019 年 获省政府奖学金一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一次，二

等奖学金一次，获“思想政治理论课”暑期社会实践优秀论文一等奖，

获第四届“睿思建言”校园提案比赛中一等奖，在第二季中国山水四项

公开赛获优秀志愿者证书，大合唱比赛中获团体二等奖。

2019 年-2020 年 参加金华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文艺晚会并获荣誉证书。



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耀君 电话：0579-82230730

姓名 黄*来 性别 男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专业相关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金华

技能证书 助理物流师

实践经历

2017年11月11-15日，中国邮政学习分拣业务

2018年11月11-15日，百世快递学习扫描业务

2019年11月11-17日，金东区保税区学习分播业务

获奖情况

省政府奖学金两次，校一等奖学金两次，校二等奖学金两次，五星志

愿者四次，浙江省物流技能大赛二等奖，全国暑期社会实践镜头下的

三下乡优秀报道奖

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诗洁 电话：18805799199

姓名 肖*磊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甘肃陇南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市场营销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ERP市场模拟经营

实践经历

2018.3-2018.9 兼职牛排店服务员

2019.3-2019.6 托管班兼职

2019.7-2020.1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 营运储备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两次三等奖学金

2018-2019学年，两次三等奖学金

2019-2020学年，一次三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2019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耀君 电话：0579-82230730

姓名 李*乐 性别 女 专业 会展策划与管理

生源地 浙江湖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活动执行/新媒体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金华

技能证书 初级会展职业经理人证书、大学英语三级、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1.在校外一家拥有超过 6 万粉丝的草根自媒体担任编辑 1 年，主要负

责每日栏目编辑和跟客户的协商，提高了理解分析能力和文字功底。

2.担任会展协会副会长，为协会、组织拉赞助共计 1万余元，展商 14

位，不服输也不认输的吃苦耐劳精神，同时提高了沟通表达能力；

3.担任校学职会副主席，负责校职业生涯类活动负责人（海报大赛、

简历大赛等活动）策划、执行与总结，作为主策划共计 10 余场活动，

参与策划 7场活动，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殷实了策划和组织能力。

4.2018 中国（永康）五金国际门业博览会大学生志愿者，负责售票，

懂得了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观众的问题。

获奖情况

获 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3次校优秀学生

三奖学金；

获校“优秀志愿者”、校“社会工作优秀”、校就创中心“优秀干部”

校“十大自强之星”等荣誉称号；

获浙江省第九届会展策划创意大赛三等奖、“杭博杯”第二届会展院

校大学生辩论赛优秀组织奖。

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耀君 电话：0579-82230730

姓名 陈*宇 性别 女 专业 学前1816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幼儿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温岭，椒江

技能证书
幼儿教师资格证，普通话二甲，计算机一级，中级育婴师，钢琴十级，

声乐十级

实践经历

2018.04-2018.05 温岭市中心幼儿园实习生

2018.07-2018.09 温岭市莫奈日记美术培训主教

2019.03-2019.06 金华市江滨幼儿园实习生

2019.07-2019.08 绿荫支教团永康星月门业分队组长

2019.09-2019.12 金华市艺林.湖海塘幼儿园实习生

获奖情况

获国家奖学金1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3次；

获校“三好学生”、院“十佳文明礼仪之星”等称号；

获首届全国青少年美术网络大赛二等奖。



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耀君 电话：0579-82230730

姓名 陈* 性别 女 专业 医学检验技术

生源地 浙江湖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检验士 意向就业城市 湖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英语B级

实践经历

2018.11-2019.05 金华中心医院 见习

2019.07-至今 湖州中心医院 实习

轮转了急诊、血液、微生物、免疫、生化、病理等科室

获奖情况

1、荣获2017-2018学年度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荣获2018-2019学年度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3、荣获2019年三月医学检验技术竞赛三等奖

4、荣获2017-2018学年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5、在校期间荣获两次校级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一次二等奖学金

6、荣获2018年优秀团干部

7、荣获2018-2019学年三好学生

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耀君 电话：0579-82230730

姓名 魏* 性别 女 专业 医学检验技术

生源地 贵州清镇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高职

求职意向 医学检验技术员 意向就业城市 金华/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一级 英语三级

实践经验
1.2017-2019年间，在贵州省清镇市卫城镇凤凰村卫生室共见习六周

2.2019.7.8至今，在金华市中心医院实习

获奖情况

1. 2019.09 获得国家奖学金

2. 2018.09 获得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3. 2018.03、2019.03、2019.09 三次获得校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

4. 2018.09 获得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

5. 2018.09 获得校三好学生和校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6. 2019.03 获得校三好学生称号

7. 2018.11 获得校运会女甲3000米第一名

8. 2017.11 获得校运会女乙3000米 第五名



学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张学海 电话：0574-86891970

姓名 梁*琰 性别 男 专业 模具设计与制造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模具设计、五轴编程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数车中级工、数铣中级工、模具设计师高级工

实践经历

在大学期间我进行了两年的比赛训练，荣获全国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

与制造一等奖，全国五轴复杂零件加工行业赛三等奖，在设计和加工

方面拥有良好的基础。

获奖情况

荣获全国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一等奖、全国五轴复杂零件加工

行业赛三等奖和国家奖学金

学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张学海 电话：0574-86891970

姓名 郑*强 性别 男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安徽黄山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顺丰速运 意向就业城市 舟山

技能证书 供应链管理专业等级证书

实践经历

大学期间有兼职的经历，现在在浙江省舟山市的物流速运实习，现在

是一名仓库管理员，在实习过程中发挥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优势，可以

独立自主的解决很多工作中的问题，受到领导和老师的表扬。

获奖情况

两次获得学校综合三等奖学金，两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获得国家物流供应链综合等级证书，2017年获得分院优秀干事，

2019年获得分院优秀学生会干部，2018年获得优秀青年志愿者，2019

年获得优秀团干等。



学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张学海 电话：0574-86891970

姓名 尹*婷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管理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在读

求职意向 计调 意向就业城市 台州

技能证书 国家初级导游证 英语A级证书

实践经历

在校担任分院团委学生会副主席一职，多次组织并参加各项志愿者活

动，例如东帝汶学年结伴活动，留学生读书语伴，提前招生等活动，

在校期间，多次兼职带团亲子研学旅游，成人旅游，经验较为丰富。

获奖情况

2018年 获校综合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浙江省“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银奖、农信杯浙江省首届大学生乡村振兴大赛铜奖

2019年 获校优秀团干部、校综合二等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第十

一届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二等奖

学校：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沈昕苒 电话：0571-82865303

姓名 俞*颖 性别 女 专业 酒店管理

生源地 福建宁德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银行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2级证书、英语6级证书

实践经历

大学期三年里始终保持班级成绩第一、综测第一。积极参加各种社团

活动，并成为院中理会的一名干事。曾是系秘书部中的一员，积极完

成系里排版任务；任 17 酒管 8班学习委员，也是 16 级 17 班的毕业班

班助。态度积极，认真学习，勤恳完成班级相关职责工作，课余时间

里经常勤工俭学也热衷于志愿活动。18 年 9 月参加长安大学暑期社会

实践“三下乡”赴山西支教，荣获“优秀志愿者”称号；19 年 2 月-20

年 1 月任浙旅院质量办办公室助理，评定实习优秀。

获奖情况

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次；

获省优秀生毕业生、院“优秀学生干部”、院“优秀寝室长”等称号；

获浙江省“超星·读秀杯”大学生知识竞赛三等奖，学院心理剧比赛

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初赛院级 D类三等，旅院学子“我上思

政课”比赛三等奖，“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比赛一等奖等。



学校：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沈昕苒 电话：0571-82865303

姓名 吴*琳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日语

生源地 丽水庆元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导游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日语N3等级证书、普通话二乙证书、计算机一级证书、英语3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8年08月龙湖西溪天街销售兼职一个月

获奖情况

2018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优秀寝室长”；

2018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丽水山耕杯文案策划一等奖

学校：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沈昕苒 电话：0571-82865303

姓名 梁*庚 性别 女 专业 西餐工艺

生源地 广西省贵港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西餐冷房厨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三级甲等

实践经历

2019/2—2020/01 在上海宝格丽酒店实习。

2018/04—2018/11 在西湖时代必胜客兼职。

获奖情况
2019 年 10 月 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联系人：沈昕苒 电话：0571-82865303

姓名 骆*飞 性别 女 专业 会展策划与管理

生源地 杭州富阳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会展类或文职类工作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高级营销员，计算机一级，普通话二乙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参加多次展会志愿者服务

实习期间在深圳的深圳宠物展招商工作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朗域学业实践奖学金等；

获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2019年“感恩季”征文活动二等奖；

2019年10月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阳光助跑项目”结题（院级）

2018年11月浙江旅游职业学院“阳光助跑项目”结题（院级）

2018年9月获2018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

项目立项（省级）

学校：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葛奇伟 电话：15968988442

姓名 何*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商务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教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

技能证书

获普通话等级证书二乙，外贸单证员职业岗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高级茶艺师等

实践经历

1.接触教师行业超过三年，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懂，到现在给学生授

课时的得心应手。秉承教师职业道德素养和操守，在这个神圣的职业

上越做越顺利，学生、家长以及主管们都较认可。

2.在大一开始在银行实习，在领导和同事的指导下，对银行的工作内

容和要求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能进行操作。

获奖情况
宁波市大学生篮球联赛专科女子组第三名



学校：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葛奇伟 电话：15968988442

姓名 周*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浙江宁海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财会类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实践经历

2018年3月担任第四期党校班长，协助老师共同处理党校相关事务；

2019年6月参加“大爱无疆”暑期志愿团队，看望孤寡老人，给老人送

上温暖，本团队荣获“国家优秀团队”称号。

获奖情况

2019年5月18日获《财务分析技能竞赛》一等奖；2019年11月获国家励

志奖学金；2019年12月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团学干部”称号；

综治(安全)先进个人；

学校：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葛奇伟 电话：15968988442

姓名 徐*阳 性别 男 专业 工业设计

生源地 浙江嘉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新媒体编辑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浙江省计算机二级、CATIA三维设计

实践经历

2018.08-2018.09 海盐县新欣档案所实习兼职

2018.10-2019.11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宁海环评兼职

2019.06-2019.08 宁海县跃龙街道团工委实习实践

2019.08-2019.09 共青团宁波市委宣传部新媒体编辑轮训

获奖情况

2019.12 2018-2019年国家奖学金、校特等奖学金

2019.11 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三等奖

2019.10 浙江省第七届职业院校“挑战杯”一等奖

2019.10 浙江省第十一届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三等奖

2019.10 工信部2019年“天府工匠杯”工业设计大赛优秀奖

2018.12 2017-2018年浙江省政府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干部

2018.11 “农信杯”首届浙江省大学生公益创业大赛铜奖

https://www.liepin.com/job/1923629503.shtml


学校：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葛奇伟 电话：15968988442

姓名 李*耀 性别 男 专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软件设计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软考中级软件设计师证书，计算机等级二级考试

实践经历

大一暑期参加校级暑期实践活动；大二期间组织同学参加学校心理情

景剧； 大二暑期组织同学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在校期间开过一年多的

网店。

获奖情况

2018.12 获得优秀团员；2019.05 获得“宏道装饰”杯计算机辅助（CAD）

竞赛二等奖；2019.11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吕雯 电话：18768190663

姓名 何* 性别 男 专业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生源地 贵州纳雍 政治面貌 共青团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软件销售专员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浙江工商大学MBA学院2019年度成长型企业人才证书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园毕业证书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证书

实践经历

三次创业经历，先后成立杭州试必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道客达（贵

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同时担任杭州二虫园林有限公司的监事；从

2018年1月份开始从事软件开发与销售的工作。担任杭州市篮球协会会

长助手6个月。

获奖情况
浙江省第十一届"挑战杯·萧山"大学生创业大赛第三名



学校：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杨沛文 电话：13588132208

姓名 秦*素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浙江临海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营销专员 意向就业城市 台州

技能证书 门店运营助理经理培训证书、 保管员四级、英语B级

实践经历

2018 年 7 月在台州晟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

2018 年 10 月浙江金拱门有限公司兼职 进行食品推广，促进二次销售

2019 年 6 月杭州赋森教育有限责任公司市场营销专员 分别协作配合

市场营销活动执行

2019 年 12 月高成（广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物业管理

获奖情况

2017-2018 学年（1）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志愿者、“传商文

化、承恩文化”设计大赛二等奖

2017-2018（2）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明商礼、行仁义”最佳展

示奖、拔河比赛一等奖、优秀团支部、校“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三等

奖

2018-2019（1）二等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国家奖励志奖学

金、市场营销技能大赛校三等奖

2018-2019（2）三等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三好学生

学校：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杨凯翔 电话：0571-58108320

姓名 张*慧 性别 女 专业 西餐工艺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西点师、西餐冷菜厨师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西餐高级工、西点中级工、大学英语三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6.5—2018.1于肯德基兼职，担任前台、总配。

2018.3—2018.6于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实习，担任西冷厨师。

2019.11—2020.4于蝶来望湖宾馆实习，担任刺身厨师。

获奖情况

2018年度第一学期校二等奖学金 2018年度第二学期校二等奖学金

2018技能节新概念英语朗读比赛一等奖 外语文化节职业之星一等奖

优秀团员 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吕雯 电话：18768190663

姓名 章*疑 性别 女 专业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设计类实习生、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温州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2017-2020 期间在 203 学院办公室勤工俭学；

2017-2018 在校学生会学习部参与组织“十佳歌手”、辩论会等晚会活

动；参与晚会活动门票入场券设计等；

2017-2018 在院学生会文艺部参与组织“十佳歌手”等晚会活动；

在校期间参与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活动，如“美丽园区”；

2018 年在杭州滨江宝龙艺术中心兼职；

2019 年在杭州芭蕾瑞拉兼职

获奖情况

2017-2018 第一学期三等奖奖学金 2017-2018 第二学期三等奖奖学金

2017-2018 学年三好学生称号 2018-2019 第一学期三等奖奖学金

2018-2019 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2019 第二学期三等奖奖学金、

“心怀感恩”征文比赛三等奖 2018-2019 学年三好学生称号

2019-2020 国家励志奖学金、“战役”主题海报一等奖 2020 届校级

优秀毕业生

学校：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蒋竹林 电话: 0571-58108230

姓名 郑*倩 性别 女 专业 投资与理财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行政类、人事类等相关工作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衢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初级 全国英语一级 珠算六级

实践经历

2017.8_2017.9 于宁波旷世居家，担任暑假工

2018.7_2018.9 于宁波旷世居家，担任暑假工

2019.12_2020.1 于杭州苏州贵和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担任阿里客服

获奖情况

2018 年第一学期校三等奖学金

2018 年第二学期校三等奖学金  优秀团员



学校：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联系人：章倩倩 电话：0571-87150181

姓名 高*霞 性别 女 专业 环境艺术设计

生源地
河南省新乡市

卫滨区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高职）

求职意向
室内设计助理/摄影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2018年7月9日—24日，在杭州圣公馆实习，室内设计师助理；

2019年7月14日—19日，在啊嗯设计实习，室内设计师助理。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得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院

单项奖等。

学校：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联系人：章倩倩 电话：0571-87150181

姓名 张*萍 性别 女 专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

生源地
浙江省台州

市仙居县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高职）

求职意向 与服装专业相关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2018年11月—2019年1月两次在剧组，担任服装组做服装助理和化妆助

理；

2018年7月—2018年9月，在家乡奶茶店做兼职。

获奖情况
在校期间获得院三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联系人：韩丹丹 电话：0571-86739186

姓名 沈*娣 性别 女 专业 保险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销售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A级证书；中国个人保险规划师；计算机一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8年5月 在下沙滨江敬老院参加关爱老人活动；

2018年6月 参加红星之家开展的垃圾分类宣传志愿者活动；

2018年7月 参加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垃圾分类“益”起来社会实践活动；

2019年1月 参与村委会组织的“暖冬行、爱传递、新春文化进万家”

的惠民活动；

2020年春节，参加棠二村委新冠疫情期间志愿站岗服务。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1次，学校一等奖学金2次，

学校二等奖学金1次。

学校：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联系人：桑璐 电话：0571-86739126

姓名 夏*荷 性别 女 专业 互联网金融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客户经理、运营助理 行政

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省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2018 学年，参加“汽车抵押借贷平台（以微贷网为例）发展

模式研究”暑期社会实践

2019 年 7 月-9 月，在 微贷（杭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实习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11 月，担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信息与互联网

金融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2018 年 9 月-12 月，担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信息与互联网金融学院

新生班主任助理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1次，校“二等奖学金”1次，校“三等奖学金”2

次，浙江金融教育基金会“银星励志奖学金”1次；

获学校“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2次；

获学校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大赛团队一等奖。



学校：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联系人：郭菲烟 电话：0571-86739116

姓名 张*琳 性别 女 专业 工商企管理

生源地 浙江遂昌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新媒体运营、行政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高中：电子商务师、四级营销师

大学：数字化管理专员

实践经历

2017年6月-2017年9月浙江杭州萧山宝盛宾馆实习

2018年7月-2018年7月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暑期社会实践

2019年8月-2019年9月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高坪乡人民政府

2020年1月-2020年2月高坪乡人民政府防疫宣传

获奖情况

获学校三等奖学金1次；

获学校2017-2018学年“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学校“对，我是CEO!”大赛一等奖，

“普惠金融·青春践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有奖征文三等奖。

学校：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彭建才 电话：0571-86929798

姓名 张*楠 性别 女 专业 工商企业管理

生源地 甘肃庆阳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行政助理/文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全国计算机一级证书 普通话二级乙等证书

实践经历

2017年12月-2019年3月在学校舒禾农产品超市兼职做收银员理货员

工资结算员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6 月在工商管理系就业创业部担任团学干事，同

时也是企管 172 班的文体委员

2018 年 6 月-2019 年 6 月担任工商管理系就业创业部部长

2018 年 7 月-9 月在上海风行茶饮打暑假工

2019年6月-2019年12月在浙江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做置业顾问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次，学校特别奖学金 1次，学校二等奖学金 1次，

学校三等奖学金 1次；

获学校优秀共青团员、学校文体积极分子等称号；

获系自强之星演讲比赛三等奖，系“毅行”知识竞赛三等奖。



学校：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倪一苇 电话：0571-86929796

姓名 褚*丹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信用风险管

理方向）

生源地 浙江余姚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会计 意向就业城市 余姚

技能证书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会计初级证书

实践经历

思想上积极进步，学习上勤奋刻苦，工作上认真负责，生活上勤

俭节约。始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学习成绩和综合成绩一直居于前列，

连续两年获得校级一等奖奖学金和三好学生。

大一担任了学习委员直到如今，任职期间认真负责，得到了老师

和同学的认可。同时也加入了系部的组织部。

对人以诚相待，热心帮助同学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在课余

时间，经常去图书馆看一些专业相关的书籍，努力提高专业知识。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省政府奖学金1次，一等奖奖学金2次；

获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称号。

学校：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许菁 电话：0571-86929956

姓名 周*楠 性别 女 专业 食品营养与检测

生源地
内蒙古通辽

市奈曼旗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实验室检测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2019.7月在杭州华测实习5个月

大二在学校实验室兼职

2017年杭州动漫节志愿者

2019年暑期社会实践（地址：家乡 活动：垃圾分类）

获奖情况

2017年参加系团体操，获得团体一等奖



学校：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徐波礼 电话：0571-82606765

姓名 蒋*沁 性别 女 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

生源地 浙江龙泉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预算员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龙泉

技能证书 资料员证书

实践经历 在杭州某单位做过半年的资料员工作，在项目上跟进资料。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第1学期获一等奖学金；第2学期获二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学年获优秀学生；

2018-2019学年第1学期获一等奖学金；第2学期获一等奖学金；

2018-2019学年获优秀学生；

2018-2019学年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学校：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0574-86329263

姓名 张*萍 性别 女 专业 纺织品检测与贸易

生源地 江西德兴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纺织行业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高级纤维检测员

实践经历

2019.7.8-2019.8.28于宁波桑通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为期约2个

月的实习,实习岗位为前台客服,主要工作内容为:

第一周：熟悉公司订单流程及每天约贴 150 张原始记录单。

第二周：每天早上折叠报告封皮约 50 张；浏览并整理报告约 20 份入库；

下午 4点订报告约 20 份。

第三-五周：每天解读 1个产品标准内容；来样下单总 10 余单。

第六-七周：每天学习如何出报告约 20 份。

获奖情况

获三等奖学金 1次；

获优秀团员、优秀班委等称号；

带领团队项目《“凤凰涅槃”RPET 再生聚酯纤维户外夹克》在第六届“挑

战杯”创新创业竞赛中荣获“三等奖”，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社会实践活动评比中获“十佳优秀成果奖”，

获大合唱比赛二等奖，寝室征文比赛二等奖，寝室摄影大赛三等奖等。



学校：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胡老师 电话：0574-86329652

姓名 朱*志 性别 男 专业 数控技术

生源地 四川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高中

求职意向 机械工程类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车工中级工证书，UG技能证书，HWK技能证书，二星志愿者证书

实践经历

曾多次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者活动，每逢寒暑假都要兼职赚取学

费。

获奖情况
校二等奖学金，贫困生奖学金，文明奉献奖

学校：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74-87619052

姓名 庄* 性别 女 专业 投资与理财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不限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iso认证

实践经历

1.兼职酒店服务员

2.百世快递分拣员

3.某公司快递打包员

4.暑期夏令营生活老师

5.兼职话务员

获奖情况

2018—2019 学年荣获学院二等奖学金

2018—2019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2019学年荣获红帮励志奖学金

2019-2020学年荣获学院三等奖学金

2019-2020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韩慧芬 电话：18758921980

姓名 曹*丽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浙江平湖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会计、出纳 意向就业城市 平湖

技能证书 会计电算化工程师证、英语A级、全国计算机一级、浙江省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9.07-2019.08参加成信玻璃有限公司财务跟岗实习

2020.01-至今在嘉兴市嘉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实习

获奖情况

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毕业生；演讲

比赛三等奖

学校：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韩慧芬 电话：18758921980

姓名 廖*鹏 性别 男 专业 建筑工程技术

生源地 温州瑞安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建筑类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一级Windows；英语B级；建筑电工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如BIM建模比赛，夺宝

奇兵，校元旦汇演及院毕业生晚会等；也在每次献血车来且符合献血

要求时参加了无偿献血；完成了建筑工程测量、工程量清单与预算软

件应用等课程的实训，并取得相应学分；曾担任院党员之家办公室主

任，顺利举办了改革开放40周年微党课演讲比赛和纪念五四运动一百

周年五四演讲比赛，另外也帮助过其他部门举办活动。

在湖州江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实习期间，跟着师傅去过工地，知

道如何汇报工地进度以及月工程量与年度工程量，能识读工程图纸。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校一等奖学金1次，校三等奖学金1次；

获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寝室长、无偿献血先进个人等称号；

获第十届技能文化节BIM建模三等奖，第十四届社区文化节夺宝奇兵三

等奖等。



学校：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韩慧芬 电话：18758921980

姓名 喻*芬 性别 女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浙江湖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财务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湖州

技能证书 大学外语等级B级，计算机一级Windows,供应链管理师中级证，条码证

实践经历

2018年7-8月在奶茶店兼职

2019年7-8月在餐厅当服务员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一等奖学金等；

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优秀寝室长等称号；

获“百蝶杯”首届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总决赛一等

奖，“思念杯”全国大学生智慧供应链创新创业挑战赛三等奖等。

学校：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媛 电话：0575-88054099

姓名 华*浪 性别 男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贵州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会计类 意就业城市 任意

技能证书 会计初级职称

实践经历

14 年曾经辍学打工，刚满 16 周岁的我进入一家鞋厂任职一名普通的工

人，在流水线上度过了三个月后后悔辍学后回到学校。

18 年高中毕业的暑假，在一家大型美容美发中心工作，做学徒的同时

协助前台整理日常流水。填写各项单据信息，辅助前台编制员工工资

单。

获奖情况

13 年获得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百米比赛第八 14 年获得市中小学生运动

会第 9名。

19 年获得校三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媛 电话：0575-88054099

姓名 龙*宇 性别 女 专业 动漫设计

生源地 贵州省纳雍县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本专业相关以及服务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ceac 英语b级 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10-2018.6 创业实践部干部，认真完成学生会发布的任务，期间

有参与探望老人等志愿者活动

2019.6-2019.11 在绍兴市杭州南湾科技有限公司任实习生

2019.12-2020.1 在杭州市浙江融卡科技有限公司任实习生

获奖情况

2018年11月 获得三等奖学金

2019年12月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媛 电话：0575-88054099

姓名 吕*雯 性别 女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江省温州市
政治面

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临床护士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三级、浙江省计算机二级、红十字会救护员证

实践经历

2018年8月瑞安市人民医院见习护士；

2019年1月绍兴市人民医院见习护士；

2019年7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实习护士

获奖情况

2017-2019两学年均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三等奖学金；

2018年校首届护理技能竞赛个人二等奖、团队二等奖、CPR二等奖；



学校：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媛 电话：0575-88054099

姓名 钱*浩 性别 男 专业 软件技术

生源地 浙江省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Java开发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温州

技能证书 英语B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目前在杭州悦翔科技有限公司实习

获奖情况

大二下学期-浙江省数学建模一等奖

大三上学期-校三等奖学金

学校：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媛 电话：0575-88054099

姓名 朱*松 性别 男 专业 应用电子技术

生源地 四川苍溪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大专在读

求职意向 事业单位或各类企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绍兴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高级电工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会干部，多次参加志愿活动。假期里常在外兼职，

例：物流公司分拣快递包裹，餐饮做服务、传菜生。毕业前曾在浙江

龙盛薄板有限公司实习。

获奖情况
校奖学金



学校：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翟文秋 电话：0579-83803912

姓名 何*震 性别 男 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机械、机电 意向就业城市 义乌、杭州

技能证书 维修电工高级、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7年6月—2017年9月 浙江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做调试操作工（主要负

责流水生产线的操作和维护）

2018年7月—2018年9月 浙江水晶光电有限公司做自动化设备操作及

调试（主要负责日常自动化机器生产和维护）

2019年3月—2019年6月 义乌工商职业技师学院新能源工作室研究风

光互补系统安装与调试设备（主要详细内容西门子PLC S7 200编程、

MCGS组态编程、研究光伏风电逆变发电原理、电路分析）

2019年6月—2019年9月 浙江音诺伟森有限公司培训并在职做调试员

（主要测试机器调试维护，品质异常处理及控制）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校级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2次；

获浙江省风光互补系统安装与调试竞赛一等奖，校电工技能大赛三等

奖。

学校：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翟文秋 电话：0579-83803912

姓名 张*梅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福建泉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运营助理、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等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运营一个台湾跨境shopee店铺，在浙江浪仕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顶岗

实习，职务是运营助理，主要负责苏宁易购，国美，好乐买平台网店

运营销售。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专项奖学金1次，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1次；

获创业学院2020届“优秀毕业生”称号；

获浙江省电子商务大赛三等奖，浙江省电子商务技能大赛优胜奖。



学校：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谷明慧 电话：13957033044

姓名 范*方 性别 男 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生源地 丽水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电气相关对口专业 意向就业城市 丽水

技能证书 电工证、大学英语A级、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7年参加浙江省第十五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并获得二等奖。2017年暑假在奥来电器有限公司打暑假工，平时周末

做过婚庆助理兼职。

获奖情况
获一等奖学金两次，二等奖学金一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一次，优秀

班干部，学习积极分子。

学校：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谷明慧 电话：13957033044

姓名 李*烟 性别 女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护士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一级，英语A级

实践经历

参加过衢州市博物馆的讲解志愿活动，衢州市青少年宫“流动少年宫”

活动，衢州市辩论赛，浙江省辩论赛，“我的幸福观”辩论赛等，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采访党员活动，关爱未成年人亲子文化活动，中职

护理技能大赛志愿者，运动会，衢州市少儿声乐大赛主持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志愿者活动，“衢州有礼”大学生辩论赛，世界环境保护

活动

获奖情况

“医见战心”优秀志愿者，党校结业证书，工作积极分子，“一支辩

论队”荣获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第八届校园辩论赛总决赛冠军，诚信考

试“诚信树洞”活动三等奖，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二等奖学金、三等奖

学金，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习进步奖”单项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

“多彩环保欢乐杯”科研项目立项，2017-2018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霸笔记”三等奖，年度大学生暑假优秀社会实践报告一等奖



学校：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何老师 电话：0576-81811722

姓名 缪*安 性别 男 专业 药品生产技术

生源地
浙江衢州

政治面貌
中 共 预 备

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医药代表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化工总控工中级工

实践经历
无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好学生，2017年中国石油化工hse科普知识竞赛

二等奖，2018年中国石油化工化学制药大赛三等奖，2018年中国石油

化工hse应用技能大赛二等奖

学校：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76-88908970

姓名 陈*鹏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语文老师或英语老师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杭州宁波台州

技能证书
英语三级、四级证书、计算机一级、二级证书、跨境电商人才初级证

书，普通话二甲证书。

实践经历

1. 兼职过校外的学生辅导工作

2. 参加了校内举办的勤工俭学项目

3.曾担任我校新闻中心微讯社社长，在我任职期间，我校喜提多项大

奖。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贫困生奖学金、优秀学生记者称号



学校：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宋志超 电话：0577-88361414

姓名 李* 性别 女 专业 商务英语

生源地 四川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教育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六级证书 （CET-6）、剑桥商务英语初级证书、计算机Office

初级证书、普通话二甲证书

实践经历
2018年9月-11月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实习

获奖情况

2017-2018年大一第一学期荣获学院三等奖学金

2018-2019年大二第一学期荣获学院二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8-2019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姚琼 电话：13675855730

姓名 徐*红 性别 女 专业 广告设计与制作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平面设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B级、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7年6月-2019年6月（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兼职） 拾年庭院餐厅

（灵隐店） 服务员兼收银员 主要负责沟通和服务客户

2019年7月-2020年1月 杭州科川广告有限公司 平面设计师 根据客户

需求，运用PS、AI等软件完成海报、画册、x展架、宣传单等设计

获奖情况

2017年9月-2019年6月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二等奖学金一次、三等

奖学金三次、道德风尚奖学金一次、优秀团员、三好学生及优秀学生

干部各一次。



学校：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冯建军 电话：13588106518

姓名 李*鹏 性别 男 专业 酒店管理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文员，人力资源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乙，英语B级，服务礼仪高级证书，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9年8月—2020年2月温州捷普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

主要是负责销售公司和合作伙伴所定下的产品销售

获奖情况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获二等奖学金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获三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获优秀学生干部

2017-2018学年，获社会工作奖（2次）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张竹婷 电话：13868087447

姓名 杨* 性别 男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安徽六安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电商运营、外贸业务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外贸跟单员、外贸单证员、电子单证师、计算机一级证书、普通话等

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5 年 7 月-9 月暑期在义乌电商公司兼职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5 月担任学校与浙江武林博物馆志愿者负责人

2017年10月-2019年9月在育英商贸分院网络实验室兼职

获奖情况

获省政府奖学金 1次，一等奖学金 1次，二等奖学金 1次，三等奖学

金 2次；

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青年志愿者等称号；

获 2018 年第五届国贸基础知识竞赛一等奖，浙江省敦煌平台精英挑战

赛二等奖，互联网+国贸综合团体三等奖，互联网+国贸综合外贸跟单

三等奖，互联网+国贸综合外贸业务能力 B2B 三等奖，浙江省第十三届

电子商务创业创新精英赛三等奖，商贸分院首届小蜜蜂跨境杯三等奖。



学校：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吉利 电话：17367108890

姓名 杜*影 性别 女 专业 报关与国际货运

生源地 东阳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外贸跟单员、机关单位 意向就业城市 金华、东阳

技能证书 POCIB证书、CET4、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7年7月至2017年9月 浙江维拉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担任总助一职位，

主要辅助总经理的日常工作并整理资料；

2018年7月至2018年8月 外贸公司担任外贸业务员助理，主要维护网站

建设；

2018年8月至2018年9月 上海志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主要

帮助网站维护并建立微信公众号宣传公司产品；

2019年7月至2019年9月 中国人寿担任HR助理，帮助经理招聘优秀的人

员同时锻炼自己的口才能力。

有C1驾照。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1次，浙江省政府奖学金1次，二等奖学金1次；

获校最优共青团员称号；

获国际物流单证制单大赛优秀奖，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团体二等

奖”，浙江经济职业经济学院创新创业大赛“团体三等奖”。

学校：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吉利 电话：17367108890

姓名 江*依 性别 女 专业 艺术设计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平面设计/美术教师/摄影

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社会美术等级四级，英语A级，计算机一级等

实践经历

2019年暑假于杭州锦绣大唐古风摄影担任摄影助理；2018年暑期

社会实践于长乐教育做了一周生活老师；2017年暑假于亲属网店担任

淘宝客服；在学校参与专业老师组织各类专业相关的实践活动等。

获奖情况

获校级优秀毕业生、学院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获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浙江经济职

业技术学院安全知识竞赛优秀奖，“创业梦，中国梦-访青年创业校友”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示范团队，浙江经济

职业技术学院“三星级寝室”，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暑期社会实践

“文化服务助力校企活动-阳光长乐行”活动中获优秀个人，浙江经济

职业技术学院文化艺术学院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文化艺术学院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个人三等奖，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文化艺术学院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团体二等奖。



学校：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吉利 电话：17367108890

姓名 苏*雯 性别 女 专业 市场营销

生源地 河北石家庄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新媒体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四级证书 市场营销助理证 计算机证书

实践经历

2019.11.11-2020.1.15 杭州亚葵贸易有限公司 新媒体销售部 运营

助理；

2018.11-2019.03 杭州静萱网络科技科技有限公司（丢丢定制运营助

理）。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校：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徐嘉玲 电话：17858934507

姓名 欧**海 性别 男 专业 护理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护理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三级、计算机2级、AHA证书

实践经历

2017.10-2020.06 班长

2017.09-2019.06 校田径队 弹跳组队长

2018.04-2018.05 护理学院创新创业培训班

2018.10-2019.05 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

2018.05-2019.06 护理学院院团总支 项目办主任

2018.09-2019.06 护理学院 18级护理（3+2）5班班助

获奖情况

2017-2018 校运动会100接力第三名、100米第四、跳远第四、 校51

创新创业大赛团队3等奖

2018-2019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三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

2019-2020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

生、优秀团干部，浙江省优秀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生



学校：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徐嘉玲 电话：17858934507

姓名 王* 性别 女 专业 17康复1班

生源地 湖州安吉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康复治疗师/医学类 意向就业城市 湖州/宁波/杭州

技能证书 养老护理员四级、红十字救护员

实践经历

2017-2018 校学生发展与服务处 青春健康同伴教育志愿者

2017-2019 校领导办公室 勤工俭学负责整理资料

2018.04.11-2018.10.30 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培训班

2018.04-2019.04 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 18康复类3+2班助

2018.07-2018.07 党员义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

2019.01-2019.01 浙东骨科医院 院长助理

2019.07-2020.05 宁波市康复医院 实习生

（进行科室轮转学习，重点科室如骨关节脊髓损伤康复科、神经康复，

小科室评定科、康复门诊、水疗）

获奖情况

获校国家励志奖1次，省政府奖学金1次，二等奖学金2次等；

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社团会员等称号；

获宁波市健康保健协会技能群英赛保健按摩师二等奖，国家资源库推

广之星一等奖，校第六届读书节“校园朗读者”大赛二等奖。

学校：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吴颖 电话：15728046403

姓名 王*男 性别 女 专业 财务会计教育

生源地 杭州萧山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本科

求职意向 财务类，教育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普通话二甲、计算机二级、初级会计证

实践经历

2019.09—2019.11在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当实习会计老师，配合

班主任工作监督辅导学生。

2019.11—2020.01在浙江祥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实习会计助理，

处理日常现金收付业务、票据业务、发票开具等。

获奖情况

2016-2017学年院十佳志愿者

2017-2018年度校二等学金，校优秀团员



学校：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黄巧智 电话：0574-88122377

姓名 应*晖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管理

生源地 浙江杭州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旅行社计调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普通话二级乙等；英语A级证书；客房、餐厅服务员初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8年9月—2019年2月 担任班长

2019年3月—至今 担任团支书

2019年9月—2019年10月 担任新生班主任助理

2019年6月—至今 担任旅游学院学生会办公室副主任

2018年1月-2018年8月 于浙江省中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实习，主要负

责签证办理工作

获奖情况

2018-2019 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

2018-2019 学年荣获校一等奖奖学金

2018-2019 学年获评三好学生

2018-2019 学年获评优秀学生干部

2018-2019 学年获评优秀团员

2018-2019 学年荣获校第十四届技能节中餐主题宴会设计竞赛三等奖

学校：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宋天祥 电话：0574-88122306

姓名 冯*强 性别 男 专业 应用电子技术

生源地 四川巴中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电子工程师助理/硬件工

程师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杭州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担任过院自管会部长、院智能车竞技社社长。作为学

生干部，积极配合学院老师工作，认真负责，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在

大三实习期间，我在宁波智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硬件开发工程师助

理，负责做软硬件辅助开发。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 浙江省电子设计竞赛团体省二等奖

2017-2018学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学年 校一等奖学金

2018-2019学年 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浙江省团体省二等奖

2018-2019学年 浙江省第四届机器人竞赛探险游团体省三等奖

2018-2019学年 实用新型专利一项

2018-2019学年 优秀团员

2018-2019学年 国家奖学金

2018-2019学年 校特等奖学金



学校：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晏 电话：0578-2293081

姓名 余*香 性别 女 专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生源地 浙江缙云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技术运维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省丽水市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计算机三级、英语A级、普通话二乙

实践经历

18年暑假期间响应“新时代新中国”的号召积极参加“金芽帮帮福利

院义工宣讲团”，获校级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二等奖；

19年暑假随围绕“乡村振兴路，青年新视野”的主题开展“花儿与少

年”助农小分队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获优秀个人；

2019.12.9至今于丽水信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实习，获2019年年度最佳

新人奖；

2018.11-2019.11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学生会政治部部长。

获奖情况

省政府奖学金2次、校一等奖学金4次、校三好学生4次、校优秀团干、

校优秀团员、社会实践优秀个人、校“志愿者之星”、校英语短剧比

赛一等奖、丽水马拉松优秀志愿者、全国秘书大赛服务优秀志愿者。

学校：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诸葛晏 电话：0578-2293081

姓名 周*梅 性别 女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浙江乐清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行政管理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省温州市

技能证书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B级、普通话二级乙等

实践经历

1.2019年7至12月 浙江海博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担任菜鸟小二

一职。

2.2018年11月至2019年11月，任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会生活部部长。

获奖情况

2017学年–2019学年，获得4次一等奖学金、2次国家励志奖学金、3

次“三好学生”称号、1次优秀学生干部、1次文明示范学生、1次暑期

社会实践优秀个人，1次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获浙江海睿拓菜鸟互

联网事业部“优秀菜鸟小二”称号。



学校：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斌 电话：0573-89978123

姓名 全* 性别 男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生源地 浙江温州永嘉 政治面貌 中共预备党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电气类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温州

技能证书 电工高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02-2017.06瓯北中心派出所

2019.09-2019.10正原佳利电子有限公司

获奖情况

获省政府奖学金1次，一等奖学金1次，二等奖学金1次，康恩贝自强奖

学金二等奖1次，科博达基金一类助学金1次；

获省级优秀毕业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团员、优秀

团员、优秀运动员、2017学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等称号；

获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运动会800米项目第二名，运动会1500米第三

名，运动会800米项目第六名等。

学校：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斌 电话：0573-89978123

姓名 王*敬 性别 女 专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

生源地 河南周口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暂定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HC3NE网络工程师

实践经历

2017.09-2020.06 被任命为班级团支书一职

2019.03-2019.12 被学院聘为团总支第七届“党建负责人”

2018.09-2019.09 被聘为网络 182 班党建班主任一职

2019 年暑假 代表学院赴浙江丽水进行社会实践

获奖情况

2017 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 2017 年军训单项标兵

2017 年大合唱比赛“一等奖” 2018 年学院绘画大赛优胜奖

2018 年寝室成员合照“二等奖” 2018 学年“三好学生”

2018 学年三等奖学金 2018 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2018

年度优秀学生团干部 2018 年寝室成员合照“二等奖”



学校：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斌 电话：0573-89978123

姓名 林*彬 性别 女 专业 应用英语

生源地 浙江温州苍南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英语助教/老师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

技能证书 CET4、普通话二乙、计算机一级、国际商务单证员

实践经历

2019年11月-2020年1月，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长颈鹿美语桐乡森茂

校任职英语助教。

获奖情况

2017年在军训中被评为“先进个人”

2017年被评为“优秀团员”

2018年荣获“三等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2019年获“思想品德单项标兵”荣誉称号且获得“单项标兵奖学金”

2018年和2019年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嘉镇 电话：0573-82301959

姓名 梁*锋 性别 男 专业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生源地 新昌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平面设计师（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平面设计师 英语AB级 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5-2017年服役于73179部队76分队

2017年9月进入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2019年11月在新昌天云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实习

获奖情况

2016年获优秀义务兵称号

2017-2018学年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创新与实践奖学金

2018-2019学年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创新与实践奖学金



学校：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鲁嘉镇 电话：0573-82301959

姓名 项*男 性别 男 专业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高职

求职意向 机械工程师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Solid works 4级、AutoCAD中级、维修电工中级、数控车床中级

实践经历
2019年7月-2019年8月 福建天则电力有限公司 工程图纸绘制员

获奖情况

2019年浙江省力学竞赛二等奖、2019年职业院校挑战杯一等奖、2019

年新苗人才计划立项2项、2019年国家奖学金、2018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周老师 电话：0571-85076045

姓名 林*斌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生源地 浙江温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

技能证书 电子应用技术工程师 应用英语A级 计算机高级应用二级

实践经历

好孩子公司 销售

锐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销售

乐清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执法

获奖情况

国家励志奖学金 省政府奖学金 校二等奖奖学金

优秀助班 校单杠第一名



学校: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贺老师 电话：0571-85076590

姓名 陆*瑶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河南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电子商务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英语A级、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7-2018任职赛意法微电子有限公司，负责unit检测

2017-2019蜜雪冰前台收银

2018-2019校招生宣传工作、校迎新志愿者

获奖情况

2018-2019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连续两年）

2019-2020荣获校三等奖学金

2019-2020浙江省电子商务大赛创新创业精英赛团体三等奖

2019-2020新闻积极分子&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学校：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贺老师 电话：0571-85076590

姓名 杨*慧 性别 女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义乌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电子商务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通用技能证书：英语四级证书、基本熟练运用 office 相关软件

专业技能证书：助理电子商务师、助理跨境电子商务师

实践经历

 2019.07 -- 2019.09 西溪小芽儿艺术中心-托管老师

1.托管幼儿园四到六岁儿童，陪伴小朋友进行益智类游戏玩耍；

2.日常班级管理，安全维护，形成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

 2018.12 -- 2019.11 杭州龙湖地产-话务员

1.向客户介绍房地产以及具体内容，提供房产最新讯息；

2.针对客户需求，定期电话回访客户和二次推荐，及时反馈楼盘动向。

 2018.10 -- 2018.12 杭州绿都地产-推广员

1.寻找目标客户，介绍房产最基本的信息，以及当下板块楼盘情况；

2、根据客户类型和需求，划分客户群体，有针对性的推荐房型。

获奖情况

2018—2019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2020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校：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方超 电话：0579-6668853

姓名
陈*杰 性别 男 专业 建筑工程技术

生源地
磐安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施工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CAD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去宁波建筑工地上实习过几个月，做的是施工员的工作。

获奖情况

获得两次励志奖学金

多次获得优秀团干部

学校：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蒙伟伟 电话：0579-86668903

姓名 金*洁 性别 女 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生源地 浙江湖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销售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外贸业务员证，计算机一级，英语B级

实践经历

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 杭州稚趣母婴有限公司实习储备干部一职

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在上海掌小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部）

实习课程顾问一职

获奖情况

2017.10 金华市“爱我国防”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三等奖；

2017.11 分院“怡墨杯”书法大赛软笔二等奖

2018.12 浙江省“民生民意杯”统计调查方案设计大赛专科组三等奖

2018.09 “双百双进”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学校：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赵阳丽 电话：0579-86668842

姓名 奚*康 性别 男 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生源地 浙江象山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产品造型设计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宁波

技能证书 数车、数铣、组合机床加工、电工中级工；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7.07-2017.08 浙江省象山县加工中心店 学习CNC编程

2019.06-2020.03 宁波长荣光电有限公司 学习产品设计

获奖情况

浙江省宁波市数控综合加工技术项目比赛三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浙江赛区二等奖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两次

学校：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轩 电话：0579-86668391

姓名 张*健 性别 男 专业 工程造价

生源地 浙江东阳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造价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金华

技能证书
工程测量员、土建施工员、土建质量员、全国CAD技能等级考试一级证

书、计算机办公软件应用二级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担任学院专业社团造价社社长一职，组织工程造价专业相关

活动及知识讲解，同时跟随指导老师参与部分简易的实际工程中，提

升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以及与实际的不同点；利用暑假积极参加

学校组织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三学年在中天美好集团全资

子公司金华中天天翔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成本实习，主要负责

项目上工程费用拨付核算、成本资料的整理、跟进各单位的流程审批

以及公司对外进行代建业务板块投标等工作，通过实习，自身的专业

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空余时间学习其它专业相关的软件，使公

司在标书制作方面极大的减少打印时所消耗的时间，也节省了资金成

本。

获奖情况

获浙江省政府奖学金1次；

被评为优秀团干部、社团优秀干部、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学生军

训优秀学员、基层党校优秀学员等；

获工程造价BIM软件应用技能比武二等奖。



学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晓光 电话：0571-28287194

姓名 李*林 性别 女 专业
市政工程技术（道

路桥梁）

生源地 四川自贡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预算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无

实践经历

2018年8月—2018年9月，在宁波蓝海绿业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实习

资料员；

2019年8月—2019年2月，在杭州萧宏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习资料

员；

2019年3月—至今，在杭州宸星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实习预算员。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校一等奖学金1次，校二等奖学金1次，校“行

知社会实践”奖学金1次；

获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等称号。

学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晓光 电话：0571-28287194

姓名 吴*花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高职

求职意向 会计助理 意向就业城市 福建厦门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证、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7.7—2017.9 厦门昊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习

2017—2018学年 学院勤工助学

2018.7—2018.9 厦门印刷厂实习

2019.7—2019.9 厦门仕林电机实习

2018—2019学年 杭州万捷财务有限公司实习 会计

2019.12—2020.03 厦门永德惠贸易有限公司实习 主办会计

获奖情况

获国家励志奖学金2次，社会实践优秀奖学金1次，校二等奖学金1次，

校三等奖学金1次；

获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称号；

获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三等奖，学院财会信息化三等奖。



学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晓光 电话：0571-28287194

姓名 陈* 性别 男 专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生源地 浙江台州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非民企单位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台州

技能证书 维修电工中级证、低压电工上岗证

实践经历

在校期间担任班级班长、团委组织部部长、电子电气实训室助理。

2019年7月—2020年1月在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习，担任

中央研究所电气工程师，协助主设计师编辑PLC程序、绘制电气图纸、

调试设备。

获奖情况

获省政府奖学金 2次，校一等奖学金 2次，社会实践优秀奖学金 2次，

校赴澳洲交流学习一等奖学金 1次；

获三好学生、校优秀团员、校优秀团干部、校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校最美一星志愿者等称号；

获浙江省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大赛二等奖，浙江省朗讯杯无

人机装调与应用开发大赛二等奖，校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二等奖，

校电子设计大赛三等奖。

学校：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李娜 电话：0580-2095194

姓名 傅*燕 性别 女 专业

港口与航运管理

（航运管理方向）

生源地 浙江省舟山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高职）

求职意向 货运员、报关员、公司文职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舟山

技能证书 国际商务单证员证书，国际货运代理证书，CET三级

实践经历

在校担任过体育委员积极参加校内活动，并协助团支书积极组织同学

完成学院及学校下发的活动。在寒暑假中会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前往

敬老院开展敬老爱老社会实践活动或者社区志愿活动。可以做到无论

是寒冬还是炎夏在街上发相关宣传传单，也可以将爱心传递至所有需

要关爱的老人或者孩童。

获奖情况

2019-2020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9-2020学年荣获学校优秀毕业生

2019-2020学年荣获学校三等奖学金



学校：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曹轶 电话：18969255760

姓名 李*阳 性别 男 专业 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生源地 浙江开化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五星酒店营销部领班、餐

饮服务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机动车驾驶证

实践经历

2015-2017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

2019-2020年实习于开化醉根山房文化酒店

获奖情况

2017-2018 学年荣获校辩论赛季军

2017-2018 学年被评为工作积极分子

2017-2018 学年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2018 学年荣获三等学业奖学金

2018-2019 学年海洋旅游学院第十三届学生技能节调酒比赛特等奖

学校：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联系人：吴建英 电话：0576-89188055

姓名 陈*好 性别 男 专业 物流管理

生源地 温州市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物流储干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市、宁波市

技能证书 计算机一级

实践经历

2017 年暑假于当地的一家工厂做包装员，有时负责货物的装卸和搬运

2018 年寒假于亲戚家的物流公司做货物的搬运

2019 年 4 月到 6月在校期间兼职家教

获奖情况

2018 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获 2017 学年第一学期一等奖学金

2018 年 7 月荣获“三好学生”称号

荣获 2017 学年第二学期二等奖学金

在学校“先进个人”评选中荣获部门工作积极分子

荣获 2018 学年第一学期一等奖学金

荣获顺发奖学金

荣获 2019 学年第二学期二等奖学金

2019 年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荣获 2020 学年第一学期一等奖学金



学校：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联系人：吴建英 电话：0576-89188055

姓名 祝* 性别 女 专业 旅游管理

生源地 金华兰溪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旅游业相关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导游资格证、机动车驾驶证

实践经历

2018年7月在兰溪市中青旅担任前台顾问

2018年9月在学院导游服务中心担任学生主任

2018年9月赴校企合作单位浙江华夏国际旅行社销售部培训

2019年暑假担任兼职导游

获奖情况

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一等奖学金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018年、2019年分别获省导游服务技能大赛中文组三等奖、二等奖

2019年台州市红色旅游优秀讲解员大赛铜奖

2019年获校十佳大学生、台州市最美大学生荣誉称号

学校：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联系人：姚徐超 办公电话：13588193622

姓名 刘*冉 性别 女 专业 移动商务

生源地 湖北武汉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新媒体运营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杭州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证书，全国电子商务师证书

实践经历

2019.8-2020.1 杭州天鹿科技有限公司 新媒体运营 负责推文brie撰

写、线上活动策划、产品推广执行图文方案,社群运营,数据分析,掌握

抖音以及小红书和微博的运营,熟知其运营技巧和推广方法,独立负责

运营执行多个产品推广带货种草项目、提供小红书和微博、抖音产品

推广发布的內容的选题及内容创作,独立完成图文brie缃和视频拍摄

bief,及后续的文章编排和修改;

项目经历：气味图书馆旗下产品等抖音视频推广(负责内容包括:1.拍

摄达人、素人的筛选;2产品拍摄的脚本或者拍摄 brief;3.产品的拍摄

要求;4沟通安排拍摄并且审核视频;5安排发布;6发布后续数据跟踪以

及分析。）

台湾舒美缦精华、韩国XOUL旗下产品等小红书、微博图文推广(负责内

容包括:1表格记录,对前一天发布的小红书和微博进行记录,收录的文

章搜索截图保存;2文案编辑,一天写24篇左右产品文案;3审核图片;4

筛选发布账号;5.发布后跟踪文章发布数据,并作分析。)

获奖情况

校一等奖学金（2017-2018学年和2018-2019学年）；省政府奖学金

（2017-2018学年和2018-2019学年）；国家电子商务志勤奖学金；校

三好生（2017-2018学年和2018-2019学年）；优秀团干事。



学校：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联系人：范庆颖 办公电话：0571-83863268

姓名 徐* 性别 女 专业 水利工程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工程监理员、预算员、资

料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工程测量初级技能证书、工程测量中级技能证书、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二级合格证书

实践经历
曾在浙江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习，任资料员一职，实习

时间为一学期；学校课余时间也曾在哈根达斯兼职打工。

获奖情况

曾荣获校“大禹杯”第三届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二等奖，校“大禹杯”

第十一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创业大赛创新创意类二等奖，校“大

禹杯”第四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职教赛创意组二等奖，第十

八届田径运动会女子铅球第二名，第十九届田径运动会女子甲组4*100

第一名，校“校园十佳歌手”第二名等。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三

等奖学金，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

学校：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联系人：蔡京 电话：0575-88157111

姓名 金*君 性别 女 专业 会展策划与管理

生源地 浙江丽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文案策划/设计/新媒体运

营 意向就业城市 绍兴

技能证书 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9年7月-2020年3月

壹点通传媒机构·新浪绍兴 策划专员

获奖情况

多次获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一等奖学金、校二等奖学金等；

获校三好学生、校文艺之星、校勤工助学先进工作者、校十佳大学生

等称号；

获2018年绍兴市第二届文创产业与艺术设计大赛二等奖，2018年国际

精英挑战赛会展策划大赛展洽环节一等奖 、策划环节二等奖，2018

年首届全国大学生绿色会展创新创意挑战赛品牌推广类一等奖，2019

年浙江省在校大学生专业技能竞赛会展策划竞赛二等奖，2019年第九

届在绍高校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等。



学校：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联系人：蔡京 电话：0575-88157111

姓名 石*寅 性别 女 专业 中西面点工艺

生源地 浙江绍兴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中职西点教师、西点师 意向就业城市 绍兴、杭州

技能证书 西点高级证

实践经历

在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西饼房实习6个多月，从事各类西点西点制作及

备货送餐服务。

在校定期举办社团活动，教授烘焙理论知识与西点的制作。到与校合

作交流的小学教小朋友面点制作。

获奖情况

获国家奖学金1次，省政府奖学金2次，学院一等奖学金2次；

获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班干部、优秀青年

志愿者、诚信阳光跑先进个人等称号；

获2019年“王森杯”第九届全国职业技术院校在校生创意西点技术大

赛 铜奖，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西式点心三等奖，“十佳大学生”提

名奖，院运动会4×100米第一名，院运动会跳远第二名，院运动会100

米跨栏第二名，系海报比赛二等奖，系“回望过去，寻味青春”摄影

比赛二等奖，学院“党的十九大知识竞赛”优秀奖等。

学校：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联系人：陈紫欣 电话：0571-86994572

姓名 黄* 性别 男 专业 电子商务

生源地 湖北黄冈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运营专员 意向就业城市 杭州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2017 年 4-9 月 深圳市龙华区电子厂 员工 2018 年 4

月至今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兼职 2019 年 9 月至今

桐庐小善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专员

获奖情况

2017-2018 学年 学院奖学金三等奖

2018-2019 学年 学院奖学金三等奖

2018-2019 学年 优秀班干部



学校：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联系人：陈紫欣 电话：0571-86994572

姓名 姚* 性别 女 专业
康复治疗技术（推

拿方向）

生源地 浙江宁波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推拿医生 意向就业城市 浙江宁波

技能证书
盲人医疗资格医师证书、中医保健推拿师证、盲人推拿上岗资格证、

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

实践经历

浙江康复医院实习一学期

杭州市中医院见习一周

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卫生中心见习一周

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推拿科实习一个月

获奖情况

大一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康恩贝三等奖学金

大二获得校级二等奖学金、康恩贝二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7 年 12 月获第三届校园功法大赛二等奖

2018 年 6 月获第五届校园手法优秀奖

2017 至 2018 学年评为优秀教学信息管理员

2018 年 10 月校运动会跳绳第四名

2018 年 10 月校运动会定向行走第一名

2019 年 5 月第六届推拿技能大赛三等奖

学校：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张温静 电话：0577-85108150

姓名 陈*贝 性别 男 专业 安全防范技术

生源地 温州苍南 政治面貌 群众 学历 大专

求职意向
办公室职员等力所能及的

岗位 意向就业城市 温州

技能证书

实践经历
暑期社会实践

获奖情况

校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道德小品大赛三等奖

校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三等奖学金

2017年度康恩贝自强奖学金优秀奖

2018年度康恩贝自强奖学金二等奖



学校：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联系人：王聪聪 电话：13857833296

姓名 赖*瑜 性别 女 专业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生源地 浙江遂昌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专科

求职意向 平面设计师 意向就业城市 宁波

技能证书 英语B级，计算机二级

实践经历

2019. 暑期常山县新古马广告公司实习

2020. 嘉丽翻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习

在校期间多次在托管班当老师兼职

获奖情况

2017-2019校综合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省优秀毕业生

2018.11十三届设计之都（中国深圳）公益广告三等奖、习近平语录字

体设计、汉字之美字体设计二等奖和三等奖等

学校：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联系人：胡君鸿 电话：0574-87224078

姓名 王* 性别 女 专业 会计

生源地 宁波 政治面貌 预备党员 学历 开放本科在读

求职意向 会计类 意向就业城市 衢州龙游

技能证书 初级会计证书、CMAC一级证书、计算机二级证书

实践经历 2018年暑假赴余姚“杨明税务师事务所”社会实践

2019年暑假赴衢州“浙西医院”财务科社会实践

2019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酒店”财务部实习

获奖情况 全国办税技能大赛二等奖、暑假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校二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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