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生所在系 专业名称 学号 姓名 授予门类

1 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1042116 王铭浩 经济学

2 商学院 金融工程 161045183 文浩 经济学

3 商学院 金融工程 162011115 黄东明 经济学

4 商学院 经济学 151041140 丘宇涵 经济学

5 商学院 经济学 151041208 张赞宏 经济学

6 商学院 经济学 161041059 李光耀 经济学

7 商学院 经济学 161041135 吴祉恒 经济学

8 文学与传媒学院 网络与新媒体 161013071 罗畅明 文学

9 文学与传媒学院 新闻学 151032171 周羽峰 文学

1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1034179 朱莉萍 文学

11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2015214 吕君仪 文学

12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62012003 蔡睿炼 理学

13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62012088 李俊麒 理学

14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62012187 徐宇晴 理学

15 护理与健康学院 护理学 164011021 郭钰滢 理学

16 云康医学与健康管理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161022010 陈湛丽 理学

17 云康医学与健康管理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164021062 罗嘉彬 理学

18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2015219 梅良川 工学

19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2015228 彭锦涛 工学

20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2011039 陈荣宇 工学

21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62011132 黄伟森 工学

22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2014147 王元 工学

23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2014161 吴星奎 工学

24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62014188 杨尊宝 工学

25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31062159 汤文彬 管理学

26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61062077 林洪宇 管理学

27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61062122 许思敏 管理学

28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161062123 许泽雄 管理学

29 商学院 工商管理 161031046 廖颖 管理学

30 商学院 工商管理 162015068 邓永豪 管理学

31 商学院 国际商务 151044106 张慧繁 管理学

32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41033133 肖清泉 管理学

33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51011090 李旭锦 管理学

34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51061182 黄靖和 管理学



35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61061085 郭芯怡 管理学

36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61061125 黄宇宸 管理学

3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61061312 王铭浩 管理学

3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61061356 吴银燕 管理学

39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61061395 杨睿 管理学

40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61012052 孔令霓 管理学

41 公共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61053075 李科锐 管理学

42 商学院 市场营销 141032102 庞远智 管理学

43 商学院 物流管理 161033109 周凌风 管理学

44 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 公共艺术 163013077 谢添晨 艺术学

45 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 公共艺术 163013861 陈映彤 艺术学

46 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 数字媒体艺术 153012081 邵顺建 艺术学

47 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 数字媒体艺术 163012031 霍梓妍 艺术学

48 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 艺术设计学 163011038 林道鹏 艺术学

49 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 艺术设计学 163011057 万莉莹 艺术学

50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009 陈文华 艺术学

51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017 范昊佳 艺术学

52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024 黄海晴 艺术学

53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051 梁妙津 艺术学

54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085 王自庭 艺术学

55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086 巫海妹 艺术学

56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092 肖剑丹 艺术学

57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100 袁熠斐 艺术学

58 音乐系 音乐学 163021110 郑钦滢 艺术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