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旅 游 协 会

2022 年 1+X 旅行策划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

（上半年）优秀考生名单

按照教育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部署，2022 年 1+X 旅

行策划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上半年）已按照考试、阅卷、

审核、公示等工作程序圆满完成。为激励学生对“旅行策划”

课程学习和证书考试的积极努力，根据考试成绩，对在本次

考试中表现优秀的考生名单进行公布。名单包含初级证书优

秀考生 70 人，中级证书优秀考生 122 人。

一、旅行策划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以行政区划排序）

序号 学校 姓名

1 襄汾县邓庄职业中学校 崔奇哲

2 襄汾县邓庄职业中学校 郑丽轩

3 黑龙江职业学院 张国丹

4 黑龙江职业学院 崔东红

5 黑龙江职业学院 王俊格

6 黑龙江职业学院 袁静

7 黑龙江职业学院 张嘉慧

8 黑龙江职业学院 张雪卉

9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杨雨霆

10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张梦婷

11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高子妍

12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万佳雯

13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胡梦馨

14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史善宰

15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刘铭璐

16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张雅茹



17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权逸凯

18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高绅恒

19 江苏模特艺术学校 薛胜茜

20 安徽亳州新能源学校 曹雪

21 安徽亳州新能源学校 刘承宇

22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宰理想

23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李姿亦

24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刘新茹

25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王乐南

26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唐慧颖

27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杨凯博

28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张毅蓉

29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庞皓元

30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卞香琴

31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马云飞

32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程薪洁

33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李洁

34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牛田雨

35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张咏蕙

36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董骏腾

37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赵姝

38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张传利

39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于秀慧

40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张丽娟

41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赵燕妮

42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孙雨娜

43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杨钰惠

44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张艳婷

45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郭翠萍

46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姜彦

47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孙洁

48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冯宜丹

49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攀羽

50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陈睿

51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菲

52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和俊

53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梁其杨

54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符悦

55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草仙

56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莫文龙

57 四川省旅游学校 格绒拉姆

58 四川省旅游学校 徐永灿

59 四川省旅游学校 张心媛



60 四川省旅游学校 四郎德西

61 四川省旅游学校 邹霞

62 四川省旅游学校 吴梦烦

63 四川省旅游学校 涂雅婷

64 四川省旅游学校 吴钦雨

65 四川省旅游学校 刘磊

66 四川省旅游学校 杨敏

67 四川省旅游学校 陈乐瑶

68 四川省旅游学校 叶亚琳萍

69 四川省旅游学校 杨梅

70 四川省旅游学校 潘子为

二、旅行策划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

（以行政区划排序）

序号 学校 姓名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王静

2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丁佳悦

3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路萍

4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路玉彤

5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王洁

6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张若鑫

7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王智超

8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周洲

9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郭芊芊

10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王燕

11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王露

1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诸玉盈

13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王俊吟

14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孙雨婕

15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董阳

16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郑梦娟

17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凌瑞

18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鹏

19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郭宇晗

20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鲁亚敏

21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童

22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舒琦

23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华汉

24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欢欢

25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丹

26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欣雨

27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祯



28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悦

29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宿羽涵

30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琼文

31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叶璐璐

32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舒雅

33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余倩

34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张馨月

35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陈家振

36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罗二妹

3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钱冰冰

3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傅欣岚

3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王亚玲

40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邓雨婷

4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傅思瑜

42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王雨欣

4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石喜乐

44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林益聚

45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乐思琦

46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郑浩俊

47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陈珊珊

4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戴慧敏

4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史佳会

50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黄泸燕

51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朱洛烨

52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徐文静

53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孔梦婷

54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郑茗月

55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唐雯欣

56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胥虹妃

57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王丽娜

58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计静雯

59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沈吉

60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倪乃真

61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葛修瑜

62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杨婷婷

63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程依

64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王倩文

65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王晶晶

66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张佳敏

67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张瑾

68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郁思甜

69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楚倩楠

70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王慧



71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刘希墨

72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张曹扬

73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周笑孝

74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杨奕

75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谢冰雪

76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贺雨婷

77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王雨蒙

78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乐正南

79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鲍蓓蓓

80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赵文婷

81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陈龙

82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邓逸

83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张婷艳

84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吴雅琪

85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徐菲菲

86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翟欣蕊

87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黄亚楠

88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曹静

89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吕灵燕

90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崔雨婷

91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马瑾雯

92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张玉玲

93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刘畅

94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姚文文

95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于照亮

96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彭静蓉

97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于梦尧

98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刘洋

99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骆雨轩

100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李冰洁

101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徐笛

102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梅苒

103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余涵

104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盛敉

105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都梦川

106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钟丽华

107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黄熠

108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翁诗琪

109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吴杭珍

110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陶叶春

111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李禄琼

112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叶子晴

113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朱丽蓉



114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何梦玉

115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罗丹妮

116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吴宗妮

117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许凤

118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肖宇航

119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明雪兰

120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何琳

121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彭博

122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刘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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