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级第一批文明修身学导考核结果公示
（2016-17学年第一学期第5周-第二学期第4周）

序号 职务 学院 学号 姓名 专业级 考核结果

1 学院学导负责人 商学院 1521615 程曦 电商B15-1 校级优秀

2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293 王敏珠 工商B15-1 校级优秀

3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709 贾琛 工管B15-1 校级优秀

4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941 徐文捷 国贸B15-1 院级优秀

5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976 欧阳漫 国贸B15-2 院级优秀

6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371 王仕鹏 国贸B15-3 院级优秀

7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203 矫语嫣 国贸B15-3 院级优秀

8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423 曹杨 工商B15-2 院级优秀

9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302 许米雪 会计B15-3 院级优秀

10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814 李倩 工商B15-1 院级优秀

11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004 蔡莹盈 工商B15-2 合格

12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406 范婷婷 金融B15-1 合格

13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031 佘宇 工程管理B15-3 合格

14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125 钱薪蒙 会计B15-1 合格

15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308 杜慧颖 工商B15-1 合格

16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395 李敏 金融B15-2 合格

17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456 徐映雪 金融B15-2 合格

18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150 郑舒忆 会计B15-2 合格

19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296 吴琼花 工商B15-1 合格

20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832 张诚建 物流B15-1 合格

21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386 王艺林 金融B15-1 合格

22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840 张铮宇 物流B15-1 合格

23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921 陈伟伟 国贸B15-1 合格

24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206 徐倩 会计B15-3 合格

25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112 潘丽婷 会计B15-1 合格

26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597 金黄凯 电商B15-1 合格

27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830 董安娅 物流B15-1 合格

28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978 罗雷 国贸B15-2 合格

29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625 史安 电商B15-2 合格

30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2271 卢文欣 会计B15-4 合格

31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699 汪超伦 电商B15-2 合格

32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750 史海伦 工程管理B15-2 合格

33 基层学导 商学院 1521736 王娅 工程管理B15-1 合格

34 学院学导负责人 外国语学院 1520080 邬建佳 英本15-3 校级优秀

35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0107 程晨 英本15-5 院级优秀

36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0032 王菊 英本15-2 院级优秀

37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01559 张沪宁 旅管15-1 院级优秀

38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0182 孙玺淳 日语中日15 合格

39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0122 杨涛 本日15-1 合格

40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1520 吴倾伊 旅管15-1 合格

41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0056 蒋思悦 英本15-2 合格

42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0057 高晨敏 英本15-2 合格

43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00905 傅泽莉 计应中日15-1 合格



44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00919 翁成诚 计应中日15-1 合格

45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520102 郑淑青 英本B15-4 合格

46 基层学导 外国语学院 1420075 赵哲 翻译B14-2 合格

47 学院学导负责人 机电学院 1422721 戴乐芸 微电子B14-1 校级优秀

48 基层学导 机电学院 1522621 施妍菲 微电B15-1 院级优秀

49 基层学导 机电学院 1522657 曹佳芸 电科B15-1 院级优秀

50 基层学导 机电学院 1522537 邢子瀚 机制中原B15-1 合格

51 基层学导 机电学院 1522669 朱伊梦 电科B15-1 合格

52 基层学导 机电学院 1522636 裴莉文 微电子B15-1 合格

53 基层学导 机电学院 1522617 严笑笑 微电子B15-1 合格

54 基层学导 机电学院 1422588 张兆昱 机制B14-1 合格

55 学院学导负责人 职业技术学院 1500407 丁必恒 国商15-2 校级优秀

56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676 田楠 护理15-2 校级优秀

57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390 郭茜 国商15-2 院级优秀

58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440 张阳咪 国商15-3 院级优秀

59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371 曾海燕 国商15-2 院级优秀

60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688 陆柯柯 护理15-2 院级优秀

61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658 张佳妮 护理15-1 院级优秀

62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404 方鹿琳 国商15-2 合格

63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361 张雯雯 国商15-2 合格

64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689 林意洋 护理15-2 合格

65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445 陈佳佳 国商15-3 合格

66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666 吴佳莹 护理15-1 合格

67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693 陆文怡 护理15-2 合格

68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441 吴守涵 国商15-3 合格

69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425 蒋晓蓓 国商15-3 合格

70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740 沈晓敏 护理15-3 合格

71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742 蒋晨妤 护理15-3 合格

72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361 邬俊杰 工企15-1 合格

73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662 王建东 护理15-1 合格

74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804 沈梦禹 物流15 合格

75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336 范志荣 国商15-1 合格

76 基层学导 职业技术学院 1500207 庄沁怡 护理15-2 合格

77 学院学导负责人 珠宝学院 1420854 顾琳晔 宝石B14-2 校级优秀

78 基层学导 珠宝学院 1420811 陈志旬 宝石B14-2 院级优秀

79 基层学导 珠宝学院 1420879 叶嘉琪 宝石B14-1 合格

80 基层学导 珠宝学院 1420875 朱绘川 宝石B14-1 合格

81 基层学导 珠宝学院 1422925 王姣 宝石B14-1 合格

82 基层学导 珠宝学院 1420889 王浩宇 宝石B14-1 合格

83 学院学导负责人 艺术设计学院 1520654 姜云龙 视觉B15-3 校级优秀

84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610  施伊玲 视觉B15-1 院级优秀

85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591 何沅翙 视觉B15-1 院级优秀

86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536 马静怡 环艺B15-4 合格

87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679 苏悦凯 视觉B15-3 合格

88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197 屠佳超 视觉B15-2 合格

89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645 唐晓兰 视觉B15-2 合格

90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539 庄敏敏 环艺B15-2 合格



91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646 熊七美 视觉B15-2 合格

92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593 马俊逸 视觉B15-1 合格

93 基层学导 艺术设计学院 1520632 朱嘉敏 视觉B15-2 合格

94 学院学导负责人 新闻传播学院 1420496 施莉娇 广告B14-2 校级优秀

95 基层学导 新闻传播学院 1520245 华嘉 新闻B15-2 院级优秀

96 基层学导 新闻传播学院 1520197 赵秋艳 新闻B15-1 院级优秀

97 基层学导 新闻传播学院 1520331 胡闪闪 传播B15-2 院级优秀

98 基层学导 新闻传播学院 1520288 薛丹梅 传播B15-1 合格

99 基层学导 新闻传播学院 1520451 唐会会 秘书B15-1 合格

100 基层学导 新闻传播学院 1520469 谢伟 秘书B15-1 合格

101 基层学导 新闻传播学院 1520234 沈哲泓 新闻B15-2 合格

102 学院学导负责人 信息技术学院 1520987 钱晴威 软件工程B15-1 校级优秀

103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1141 张驰 网络中兴B15-1 院级优秀

104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1086 曹宇琼 计科中兴B15-1 院级优秀

105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0927 徐家杰 数字媒体B15-2 院级优秀

106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1181 王天一 网络中兴B15-2 合格

107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0839 李静 软件工程B15-1 合格

108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1124 李辉 计科中兴B15-2 合格

109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1105 施晓辰 计科中兴B15-2 合格

110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0917 王琦悦 数字媒体B15-2 合格

111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0906 茹永强 数字媒体B15-2 合格

112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1267 刘佳康 物联网B15-1 合格

113 基层学导 信息技术学院 1520984 赵梓君 数字媒体B15-1 合格

114 校级学导 总学导 1420095 谢秋云 翻译B14-2 校优秀

115 校级学导 副总学导 1422258 李丹 国贸B14-3 校优秀

116 校级学导 数据组组长 1522503 郑丞宇 机制中原15 校优秀

117 校级学导 女寝区域组长 1520166 郑瑞敏 日语B15-2 校优秀

118 校级学导 室外区域组长 1420096 洪江峰 翻译B14-2 校优秀

119 校级学导 男寝区域组长 1420833 酆盛 宝石B14-1 校优秀

120 校级学导 男寝学导 1522508 于涛 机制B15-2 优秀

126 校级学导 男寝学导 1420089 余青青 翻译B14-2 优秀

121 校级学导 室外区域 1521449 钱如意 旅管B15-1 优秀

122 校级学导 室外区域 1500291 金佳钰 工企15-3 优秀

125 校级学导 室外区域 1520144 郭梦真 日语B15-1 优秀

123 校级学导 教学楼区域组长 1521122 林奇隆 计科中兴B15-2 优秀

124 校级学导 教学楼学导 1521746 吴思玥 工管B15-2 优秀

127 校级学导 数据组成员 1521481 赵悦 旅管B15-1 合格

128 校级学导 数据组成员 1420084 徐静怡 翻译B14-2 合格

129 校级学导 男寝学导 1521064 陈花康 计科中兴B15-1 合格

130 校级学导 男寝学导 1420888 赵一鸣 宝石B14-1 合格

131 校级学导 女寝学导 1520129 杨帆 本日一 合格

132 校级学导 北区女寝 1500774 巨晨 旅游1 合格

133 校级学导 北区女寝 1521855 王学博 物流1 合格

134 校级学导 北区女寝 1520296 赵倩倩 B15-1 合格

135 校级学导 南区女寝 1420144 杜孝倩 本日14-2 合格

136 校级学导 男寝学导 1520130 谢绵增 本日B15-1 合格

137 校级学导 学院楼学导 1500634 沈莉莉 护理15-3 合格



138 校级学导 学院楼学导 1421946 秦洁 工管B14-4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