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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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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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10201 陈玫蓉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家电产品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5

2 201901110202 雷婷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93

3 201901110203 颜子薇 珠海格力电器有限公司家用电器出口营销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7

4 201901110204 刘芊 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6

5 201901110205 吴燕萍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医疗器械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6

6 201901110206 杨小芳 海澜集团服装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6

7 201901110207 周湘 欧普照明灯具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7

8 201901110208 唐依玲 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8

9 201901110209 唐思彬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数码产品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92

10 201901110210 喻勤 湖南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5

11 201901110211 尹雯丽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服饰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6

12 201901110212 张志梅 菲仕兰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美素佳儿奶粉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6

13 201901110213 张新丽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手机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5

14 201901110215 戴文彧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85



15 201901110216 易玲萱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蒋文 副教授 90

16 201901110217 黄兰英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床具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2

17 201901110218 曾婷 江苏飞驰股份有限公司橡胶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0

18 201901110219 朱培 广州汉尚华莲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2

19 201901110221 李青缘 江西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大豆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6

20 201901110222 田芳 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显示器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84

21 201901110223 杨静萍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85

22 201901110224 罗怡凌 浙江森马股份有限公司服装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90

23 201901110226 熊艳琪 湖南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君山系列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94

24 201901110227 肖洁 艾迪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78

25 201901110228 王莎莎 英特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CPU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76

26 201901110229 胡碟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假发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88

27 201901110230 何金涛 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产品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80

28 201901110231 刘明 爱华仕公司箱包 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90

29 201901110232 吴志维 蒙牛集团马来西亚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92

30 201901110233 吴羊城 深圳腾讯手游新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90

31 201901110235 凌芬兰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植物油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84

32 201901110236 刘希燕 山东世粮粮油有限公司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82

33 201901110237 刘晓辉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奔驰E级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88

34 201901110238 舒英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胡蓉 副教授 91

35 201901110239 许粤萍 中国中坊集团有限公司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0



36 201901110240 谭思 中国中丝集团丝绸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3

37 201901110241 资小青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1

38 201901110242 邓沙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77

39 201901110243 邱杨春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3

40 201901110244 郑丹 吉荣家具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7

41 201901110245 郭水婷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眼霜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90

42 201901110246 阳心丽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6

43 201901110247 陈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德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7

44 201901110248 李晶晶 深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孙六荣 副教授 86

45 201901110249 刘泱均 慈溪市华丰商贸有限公司坚果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92

46 201901110301 肖棋文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6

47 201901110302 范玉玲 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绿茶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7

48 201901110303 辛琪 美国捷步达康公司亚马逊平台客户服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8

49 201901110304 郭慧艳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7

50 201901110305 陈璐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健康空调系列产品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91

51 201901110306 邓雯 景德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陶瓷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6

52 201901110307 钟志兰 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服装产品客户服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0

53 201901110308 陈林婷 阿里巴巴客户服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75

54 201901110309 雷禧娟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数码产品客户服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92

55 201901110310 饶娜丽 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婚戒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5

56 201901110311 戴心怡 深圳价之链跨境电商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6

57 201901110312 旷格格 以纯集团有限公司服装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6

58 201901110313 易子菲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手表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6



59 201901110314 甘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施亚娇 副教授 86

60 201901110315 石群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7

61 201901110316 罗颖 京东公司客户服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7

62 201901110317 肖玲 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石油产品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7

63 201901110319 胡阳慧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与巴西客户接待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64 201901110321 谢茜 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65 201901110322 贺苗苗 美的家电系列产品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66 201901110323 邓艳萍  联想集团电脑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67 201901110324 龙紫怡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大豆产品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7

68 201901110325 何蕾  美的公司印度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7

69 201901110326 刘丽英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70 201901110327 刘思静 龙海市海昌食品有限公司蘑菇罐头产品出口方案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5

71 201901110328 刘秋珍 杭州哇哈哈有限公司出口业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4

72 201901110329 周宇 山东省新华锦国际商务公司外贸出口业务流程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73 201901110330 周玉萍  京东公司客户服务与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74 201901110331 唐佳文 阿里巴巴服装模块坚果服饰公司客户服务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魏凯林 讲师 86

75 201901110332 唐梦琴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迪拜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7

76 201901110333 唐菊浓 浙江汇丰实业有限公司洗碗机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7

77 201901110334 左文婷 联想集团数码产品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6

78 201901110335 张惠萍 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法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7

79 201901110336 彭双 海尔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7

80 201901110337 彭轩 云南省研究所制药厂参照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90

81 201901110338 曹朋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洗衣机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93



82 201901110339 曾志豪 阿里电商平台客户服务与管理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92

83 201901110340 曾阳  广州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1

84 201901110341 朱婷 达丰电脑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8

85 201901110342 李璇 山东钢铁协会参展设计方案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0

86 201901110343 李雅兰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客户的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7

87 201901110344 杨佳欣 浙江森马服饰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8

88 201901110345 杨心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7

89 201901110346 杨菁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产品参展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8

90 201901110347 毛敏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6

91 201901110348 游靓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粮油食品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9

92 201901110349 王嘉琪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90

93 201901110401 何赛艳 湖南琨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6

94 201901110402 刘小芳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卢森堡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罗雅婷 讲师 88

95 201901110403 刘璇 电商平台京东公司客户服务与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91

96 201901110404 刘诗颖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与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8

97 201901110405 方丹 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绝影CRC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90

98 201901110406 旷沛琳 广西玉叶金花茶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6

99 201901110407 晏佩琪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日本客户接待方案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7

100 201901110408 周娜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澳大利亚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5

101 201901110409 周曼丽 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限公司雨伞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5

102 201901110410 周芬 山东星宇手套有限公司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0

103 201901110411 曾利娟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关于法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8

104 201901110412 曾秋月 东莞银辉玩具有限公司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0



105 201901110413 曾雅思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回力鞋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5

106 201901110414 李婵娟 电商长春倾城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与管理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0

107 201901110415 李赞 苹果公司数码产品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90

108 201901110416 杨好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5G 产品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70

109 201901110417 杨欣 电商平台小米公司客户服务与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70

110 201901110418 杨艾垚 电商平台海尔公司客户服务与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70

111 201901110419 杨霞 海信集团电视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70

112 201901110420 欧阳玲香 杭州古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皮包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5

113 201901110421 满佳 广州惠汇服饰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5

114 201901110422 王姣 香港华新国际美容集团关于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丁文捷 研究生 82

115 201901110423 田婷婷 江苏东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92

116 201901110424 罗莹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客户开发与维护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5

117 201901110425 肖婉婷 漯河市卫龙商贸有限公司卫龙食品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7

118 201901110426 肖苏梅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LED台灯参展方案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8

119 201901110427 胡亚琼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俄罗斯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包学敏 讲师 88

120 201901110428 胡红 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皮鞋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2

121 201901110429 袁慧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大米进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90

122 201901110430 唐慧艳 湖南省茶业集团有限公司茶叶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3

123 201901110431 唐湘莹 东莞市子万贸易有限公司进口兰蔻化妆品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3

124 201901110432 孙微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6

125 201901110433 张思思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进口大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6

126 201901110434 张涵青 欧普照明有限公司LED灯具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2

127 201901110435 彭思思 浙江丝绸进出口公司丝绸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3



128 201901110436 徐红艳 雅诗兰黛集团亚马逊平台客户服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0

129 201901110437 袁菊 欧莱雅集团亚马逊平台客户服务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83

130 201901110438 谢志鑫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手机客户服务与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74

131 201901110439 谭智韦 海尔集团智慧家电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88

132 201901110440 资欣如 浏阳市中洲烟花集团有限公司出口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84

133 201901110441 邓艳香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83

134 201901110442 邹慧 大连义加益有限公司德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82

135 201901110443 钟思敏 贵州茅台酒厂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78

136 201901110444 陈亚娟 统一集团绿茶产品客户服务与管理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82

137 201901110445 陈思琼 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调料产品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80

138 201901110446 雷颖 大疆创新科技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88

139 201901110447 黄宇婷 中茶公司茶叶参展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 夏钦 副教授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