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班级 指导老师

1411080321 胡晓迪 商英1403 Sarah

1411080123 柳凌霄 商英1401 艾斌

1411080104 谭碧瑜 商英1401 关琦

1411080202 杨歆翊 商英1402 关绮

1411080222 张婉婷 商英1402 关绮

1411080230 徐雨丝 商英1402 关绮

1411080303 陈飘 商英1403 关绮

1411080106 王燕 商英1401 郭珺

1411080117 林颖 商英1401 郭珺

1411080129 许芳玲 商英1401 郭珺

1411080211 程翠 商英1402 郭珺

1411080116 王安冉 商英1401 郭跃华

1411080108 张玉瑶 商英1401 胡剑萍

1411080209 苟耀匀 商英1402 胡剑萍

1411080227 黄昉玲 商英1402 胡剑萍

1411080113 龚申霖锋 商英1401 江红

1411080314 刘翠平 商英1403 江红

1411080105 游易瑕 商英1401 孔令达

1411080119 陶雪芹 商英1401 孔令达

1411080210 卜淑情 商英1402 孔令达

1411080213 金鸣 商英1402 孔令达

1411080329 唐宽 商英1403 孔令达

1411080118 吴敏锐 商英1401 李晶

1411080121 廖静怡 商英1401 李晶

1411080305 方明钰 商英1403 李晶

1411080306 潘云婷 商英1403 李晶

1411080319 陈孖婧 商英1403 李晶

1411080110 蔡晓宁 商英1401 刘红卫

1411080111 黎琪 商英1401 刘红卫

1411080304 吴嘉丽 商英1403 刘红卫

1411080311 韩萌 商英1403 刘红卫

1411080316 李苗 商英1403 刘红卫

1411080101 陈静 商英1401 阮全友

1411080204 吕姗姗 商英1402 阮全友

1411080231 舒承磊 商英1402 阮全友

1411080313 张超 商英1403 阮全友

1411080218 刘乐臻 商英1402 田川

1411080225 陈兆丰 商英1402 田川

1411080308 过润聪 商英1403 田川

1411080322 王勃 商英1403 田川

1411080328 利文斯 商英1403 田川



学号 姓名 班级 指导老师

1411080130 张哲志 商英1401 王革

1411080327 冯朝莲 商英1403 王革

1411080124 刘灿 商英1401 闻扬波

1411080214 漆李思琪 商英1402 闻扬波

1411080219 黄丽华 商英1402 闻扬波

1411000409 汪静 商英1403 闻扬波

1411080302 潘伟卓 商英1403 闻扬波

1411080203 傅一洋 商英1402 肖芬

1411080206 王若男 商英1402 肖芬

1411080215 程淑玉 商英1402 肖芬

1411080224 段琪 商英1402 肖芬

1411080320 李静 商英1403 肖芬

1411080131 朱丹娜 商英1401 肖鹏

1411080220 李巡 商英1402 肖鹏

1411080330 杜茜 商英1403 於莲

1411080102 石意 商英1401 袁奇

1411080114 占嘉男 商英1401 袁奇

1411080120 黄佳欣 商英1401 袁奇

1411080125 曾菲利 商英1401 袁奇

1411080315 谢成玉 商英1403 袁奇

1411080122 肖燕 商英1401 占俊英

1411080223 王涛 商英1402 占俊英

1411080226 樊芊竹 商英1402 占俊英

1411080228 陈炽霖 商英1402 占俊英

1411080318 梁宇凡 商英1403 占俊英

1411080107 李格瑞 商英1401 赵凡

1411080301 钟佳鋆 商英1403 赵凡

1411080309 黄雅露 商英1403 赵凡

1411080323 李曼婕 商英1403 赵凡

1411080325 韩悦 商英1403 赵凡

1411080128 岑丽萍 商英1401 周娟

1411080132 王鹏 商英1401 周娟

1411080208 朱梦雪 商英1402 周娟

1411080307 庄爱玲 商英1403 周娟

1411080326 滑雨 商英1403 周娟

1411080207 林楚威 商英1402 周艳芳

1411080112 李叶子 商英1401 朱勇

1411080115 武斌倩 商英1401 朱勇

1411080217 朱雯萱 商英1402 朱勇

1411080331 张江伟 商英1403 朱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