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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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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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101801 黄敏  亲子欢乐之旅—广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80

2 201901101802 刘玲雯 都市田园，悠闲相约——江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79

3 201901101803 杨慧  亲子欢乐之旅—广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90

4 201901101804 朱晶  亲子欢乐之旅—广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80

5 201901101805 谭柏洋 漫游童话世界-新疆喀纳斯禾木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62

6 201901101806 康红辉   都市田园，悠闲相约——江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78

7 201901101807 伍佳雯 都市田园，悠闲相约——江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77

8 201901101808 张辉 漫游童话世界-新疆喀纳斯禾木八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78

9 201901101809 王小坤 漫游童话世界-新疆喀纳斯禾木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76

10 201901101810 王瑶 灵秀山水——湖北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80

11 201901101811 谭湘英 浪漫之都，休闲胜地——浙江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80

12 201901101812 郑艳玲 浪漫之都，休闲胜地——浙江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81

13 201901101813 张霞 灵秀山水——湖北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81

14 201901101814 卢小滔 游在山川，醉在四川——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8



15 201901101815 李嘉怡 游在山川，醉在四川——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9

16 201901101816 徐忆丹 浪漫之都，休闲胜地——浙江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83

17 201901101817 张泉应 灵秀山水——湖北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7

18 201901101818 何双瑰 游在山川，醉在四川——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88

19 201901101819 黄伊容 特色小镇话乡情--湖南古村古镇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75

20 201901101820 杨律姣 寻访抗战遗址——东北红色之旅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76

21 201901101821 陈杨 寻访抗战遗址——鲁苏皖红色之旅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82

22 201901101822 黄甜甜 寻访抗战遗址——东北红色之旅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80

23 201901101823 黄菊莲 魅力潇湘研学之旅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78

24 201901101824 盘涛云 怀旧仿古忆年华—湘中南古村古镇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74

25 201901101825 彭琳 魅力潇湘研学之旅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88

26 201901101826 李芷淋 湘西南民俗风情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86

27 201760066110 岳宏灿 探寻革命历史—东北红色之旅八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68

28 060202150283 杨壮 长益常岳魅力研学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78

29 201970104005 余豪 江南风采——江浙沪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70

30 201970104006 冯安琪 夕阳红之旅——京津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76

31 201970104009 刘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陕西红色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70

32 201970104018 周升旗 林海雪原漫游之旅--黑龙江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讲师 71

33 201970104019 周琪举 四川好玩，重庆好耍——川渝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72

34 201970104008 刘勇 慢生活，漫云南—彩云之南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66

35 201970104021 应博 探寻秘境，品尝美食一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0



36 201970104026 房河清 漫步沪杭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78

37 201970104031 李继勇 青甘之恋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65

38 201970104045 谢源珍 游华东五市 品韵味江南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6

39 201970103904 李晶 活力广东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80

40 201970103926 付雷 烟雨江南高品质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60

41 201970103928 余梓强 最美夕阳红一传奇西域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2

42 201970104001 丁曙东 慢生活，漫云南—彩云之南七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80

43 201970103931 刘军 相爱穿梭千年一江南风情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扬易 讲师 79

44 201970103933 刘帅 活力广东八日游 方案设计 常新利 讲师 84

45 201970103935 刘毅 最美夕阳红一传奇西域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3

46 201970103936 刘知己 漫步沪杭亲子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6

47 201970103937 刘钊卓 跟着习主席游湖南一一研学之旅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60

48 201970103938 叶挺 青宁之恋八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3

49 201970103940 吴星庆 探寻秘境，品尝美食一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6

50 201970103941 吴鑫波 游华东五市 品韵味江南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9

51 201970103942 周智刚 慢生活，漫云南—彩云之南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4

52 201970103943 喻方杰 山东齐鲁文化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78

53 201970103944 孙炀 齐鲁文化，海滨风情—印象山东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61

54 201970103949 彭超 跟着习主席游湖南一一研学之旅七日游 方案设计 白稚萍 副教授 68

55 201970104004 何家豪 寻找梦中的童话世界，兰州、九寨沟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80

56 201970104007 刘佳侬 “自古帝王州 ，屈指数长安”陕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80

57 201970104022 张俊龙 丽江大理漫游时光，云南深度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78

58 201970104025 彭敏 “去九寨聆听水的呢喃”成都九寨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9



59 201970104027 方卫 文化之行走西口-山西内蒙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80

60 201970104028 易旭峰 丽江大理漫游时光，云南深度7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6

61 201970104029 李剑 “舌尖上的旅行”西藏十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5

62 201970104032 李雨 巴蜀宗教文化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6

63 201970104033 杨开诚 滇黔印象，风情云贵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8

64 201970104035 杜建军 巴蜀宗教文化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80

65 201970104040 罗航 巴蜀宗教文化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80

66 201970104042 蒋志伟 大漠谣之旅-甘肃十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0

67 201970104043 袁盾 “舌尖上的旅行”西藏十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80

68 201970103901 方颖钊 京津双卧八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82

69 201970103906 殷文俊 “自古帝王州 ，屈指数长安”陕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7

70 201970103919 陈滨 唯美青海八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5

71 201970103920 陈龙 唯美青海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79

72 201970103927 伍文雕 邂逅醇美新疆七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6

73 201970103930 刘世猛 舌尖上的旅行--西藏十日游 方案设计 郭静 副教授 75

74 201970103939 吕志国 "去九寨聆听水的呢喃"成都九寨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80

75 201970103946 张安兵 滇黔印象，风情云贵七日游 方案设计 李辉 讲师 80

76 201970104014 单强 金秋最美广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0

77 201970104017 吴金贵 遇见内蒙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1

78 201970104024 彭东明 重返晋察冀—山西、河北、内蒙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1

79 201970104041 胡晗玥   山水之城、四川之约——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3

80 201970104044 许沙沙 “冰雪之国”——东北三省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2

81 201970104046 赵天翔 山水之城、四川之约——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余汶洁 讲师 70



82 201970104047 陆顺 山水之城、四川之约——四川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6

83 201970103913 蔡福 金秋最美广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5

84 201970103915 许高义 蜜月之旅--稻城亚丁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3

85 201970103916 赖尚仁 金秋最美广西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1

86 201970103917 郑明 “冰雪之国”——东北三省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2

87 201970103918 陈威凯 奔跑吧海岛——海南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3

88 201970103921 黄栋 奔跑吧海岛——海南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3

89 201970103922 黄谱 异域风情新疆十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0

90 201970103923 黄静 舌尖上的旅行-广东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5

91 201970103925 付瑜 重返晋察冀—山西、河北、内蒙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6

92 201970103932 刘城 遇见内蒙七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2

93 201970103947 张明 醇美新疆十日游 方案设计 刘婧 讲师 70

94 201970104037 涂劭华 秘境西藏七日游 方案设计 宋昱琼 讲师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