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设计成绩汇总表

单位：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院系：现代服务与管理学院 专业/年届：  会计   2022届

序号 学号 学生姓名 毕业设计选题 设计类别

指导老师

成绩

姓名 职称

1 060202170058 章梓毓 恒大不锈钢制品公司库存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0

2 060202170059 曾欣星 友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成本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0

3 060202170060 李婷 琵琶猫品牌成本与费用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0

4 060202170061 张诗佳 泓泽电器公司应收账款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0

5 060202170062 李鑫 华秋电子有限公司销售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70

6 060202170063 万萌萌 大连兴华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资管理系统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70

7 060202170064 吴馨怡 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70

8 060202170065 杜妍慧 银龙服饰固定资产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78

9 060202170066 高琦君 麦德超市存货清查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2

10 060202170067 罗圣 利达食品公司营运资本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2

11 060202170068 欧阳倩倩 绿都实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0

12 060202170069 欧阳琴 吉米客贸易有限公司存货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75

13 060202170070 车圣伟 晟轩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80

14 060202170071 周锦栋 王明家庭理财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82



15 060202170072 龙伟科 成先生的家庭理财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60

16 060202170073 赵萌 金赛医药有限公司存货清查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0

17 060202170074 苏有为 张先生家的理财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5

18 060202170075 姚心菲 周氏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0

19 060202170076 胡博洋 湖南铭影科技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3

20 060202170077 熊小叶 喜善花房采购与付款业务控制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李佳楠 副教授 80

21 060202170078 彭江涛 汨源西点提高盈利能力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佳楠 副教授 78

22 060202170079 焦婧姝 湖南天华食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会计制度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李佳楠 副教授 82

23 060202170081 任滢滢 绿都实业有限公司采购制度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李佳楠 副教授 83

24 060202170082 李鑫 武汉星银科技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75

25 060202170083 任英俊 广州威利公司流动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76

26 060202170085 余心怡 好漂亮服装厂成本核算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73

27 060202170086 胡茜雅 深圳百强公司降低物流成本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80

28 060202170087 黄悦  华南建威网络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75

29 060202170088 李欣怡 杭州久光光电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80

30 060202170090 陈涛 元拓不锈钢制品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80

31 060202170091 赵艳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税收筹划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80

32 060202170093 李洵 零食很忙食品有限公司库存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90

33 060202170096 万圆源 点石家装有限公司财务管理方案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90

34 060202170097 王佳瑾 杭州慧聪装饰流动资产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82

35 060202170098 刘语谦 晟鸿科技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80



36 060202170099 朱汝莲 一天机械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78

37 060202170100 余鹏焰 福星商茂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82

38 060202170101 汤蕾 深圳市德惠普软件有限公司筹资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73

39 060202170102 易志棋 捷诚贸易公司存货清查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72

40 060202170103 王婷婷 高品家具有限公司成本核算与控制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71

41 060202170104 柴宇 红星公司工资管理系统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65

42 060202170105 胡凯 华普公司会计电算化系统安全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68

43 201900203223 郑莹 公司成本费用控制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1

44 201901110225 肖娜 美宜佳便利店采购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3

45 201901110501 袁茜 百佳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控制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2

46 201901110502 黄海娟 培恩电器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5

47 201901110503 李慧宇 XY烟草公司物流成本核算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0

48 201901110504 李若帆 嘉元有限公司工资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6

49 201901110505 曾梦丹 祎耀制药公司固定资产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90

50 201901110506 汤娜 朵以服饰公司成本核算与控制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5

51 201901110507 刘鉴 湖南尼梅超市存货清查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78

52 201901110508 廖婕 哔哟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的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81

53 201901110509 江珊 FCC服装批发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3

54 201901110510 吴丽玲 明海公司成本核算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7

55 201901110511 曾春圆 银座酒店流动资金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2

56 201901110512 罗莎莎 南方机械公司存货核算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2

57 201901110513 谢娇艳 邦邦有限公司采购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0

58 201901110514 吴茹意 麻奇火锅公司成本核算与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5



59 201901110515 周立秋 红枫加工公司应收账款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2

60 201901110516 赖林 鲁维公司成本与费用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78

61 201901110517 雷璐瑶 路松有限责任公司费用报销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80

62 201901110518 田春晖 顺天福超市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张娟 讲师 78

63 201901110520 李雨丹 景立企业应收账款内部控制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80

64 201901110521 邓丽红 众城物流公司采购流程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0

65 201901110522 彭璇 新富食村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8

66 201901110523 黄依芬 璟鸿物流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80

67 201901110526 陈星移 风达公司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80

68 201901110527 崔喜 华辉大酒店成本控制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5

69 201901110528 徐麟珂 杭州美珂电器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5

70 201901110529 刘玉玲 红豆集团存货核算及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5

71 201901110530 刘佩丽 友通建工公司费用报销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5

72 201901110532 张红丽 美好超市降低物流成本的方案优化 方案设计 赵诗情 讲师 70

73 201901110533 阳晶 翰锦房地产公司成本核算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邓丽萍 副教授 90

74 201901100101 蔡雅婷 红棉酒店有限公司内部制度控制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75

75 201901100102 龚琼 祥瑞房地产企业开发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86

76 201901100103 刘志琴 亿光公司降低物流成本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82

77 201901100104 刘纯 尔予予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78

78 201901100105 周思怡 印象艺术中心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75

79 201901100106 唐思楠 南美公司流动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80

80 201901100107 张丽兰 金陵光伏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84

81 201901100108 张祈瑞 白虹物业公司成本预算优化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苏孟云 助教 80



82 201901100109 谭甜 长沙美宇电器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90

83 201901100110 赵怡宣 源富宇建设公司税收筹划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90

84 201901100111 邓集婷  蓝天运输企业增值税税收筹划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李佳楠 副教授 75

85 201901100112 邱莎 睿普公司成本核算与控制方案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90

86 201901100113 郑琼瑶 童莱机械公司费用报销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李佳楠 副教授 78

87 201901100114 钟琳 盛辉公司应收账款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李佳楠 副教授 80

88 201901100115 陈成 天骄器材企业成本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90

89 201901100116 张能祥 致远实业公司资产清查制度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柯敏 中级经济师 86

90 201901100117 徐杰 朝勇超市存货核算管理制度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91

91 201901100118 曹丽萍 星奈家具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85

92 201901100119 朱晶晶 希音古筝培训公司薪酬分配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94

93 201901100120 朱陵艳 长沙欧卡公司销售费用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92

94 201901100121 李培媛 怀化电子有限公司会计岗位职责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83

95 201901100122 王敏 2022年嘉华纺织有限公司投资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王亚琼 讲师 76

96 201901100123 王静 万隆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赵欢 讲师 94

97 201901100124 田舒娴 弥意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6

98 201901100125 田雨琴 美来衣服装公司财产清查制度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3

99 201901100126 罗淑艺 祥和超市采购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8

100 201901100127 罗翔 万盛铸造公司成本核算与控制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1

101 201901100128 艾小妹 平江爱辣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7

102 201901100130 张紫云 楚天家居公司资产减值核算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4

103 201901100131 雷莹芳 青丝服装公司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2

104 201901100132 谭思慧 禾才传媒公司薪酬分配管理优化方案 方案设计 彭红云中级经济师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