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班级 开放实验名称 课时数 成绩 指导老师
1 1512180428 吴浩梁 物流1502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良 左超
2 1512180527 许雨茜 物流1501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优 左超
3 1512180611 徐倩倩 物流1502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良 左超
4 1512180609 郭璐 物流1502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良 左超
5 1512180406 李庆 物流1502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优 左超
6 1512180606 刘聪 物流1502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中 左超
7 1512180316 卢彬 物流1502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良 左超
8 1612180210 尹庭念 物流1601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良 左超
9 1612180231 王浩宇 物流1601 物流专业方法论综合实验 15 中 左超
10 1401060122 钟蕾 工程14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11 1401060120 马一峰 工程14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12 1401060228 吴琼阳 工程14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13 1401060208 吴晓艳 工程14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14 1501060116 王思雨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15 1511040118 王梦园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16 1501060210 张文芳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17 1501060201 余平安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18 1501060205 牛花妮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19 1501060225 张倩婷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20 1401060107 李想 工程14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优秀 瞿焱
21 1401060111 陈雅茹 工程14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优秀 瞿焱
22 1401060128 洪雷杰 工程14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优秀 瞿焱
23 1401060112 文琳 工程14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24 1401060110 熊娟 工程14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9 不合格 瞿焱
25 1401060231 叶剑锋 工程14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26 1401060229 郑玲玲 工程14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27 1405050111 李依娜 工程14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28 1401060217 何姣 工程14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29 1401060226 包莹斐 工程14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30 1501060108 杨振华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31 1501060102 吴维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32 1501060107 张钟宇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33 1501060126 陈肖莹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34 1501060117 杨豪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35 1501060111 尤佳琦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36 1501060115 程熙然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37 1501060129 童书艺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38 1501060106 白金虎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39 1501060125 高伟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40 1501060114 王宽然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41 1501060120 吴海霞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优秀 瞿焱
42 1501060110 鲁梦娜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43 1501060112 刘靖凯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9 不合格 瞿焱
44 1501060113 王乾倩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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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301060205 李普夏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46 1501060101 苏钧伟 工程15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47 1501060221 邱金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48 1501060223 周玲琳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合格 瞿焱
49 1501060206 宁若梅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合格 瞿焱
50 1501060229 经紫菱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51 1501060224 金款款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52 1501060218 柴敏娟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53 1501060203 张诗敏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优秀 瞿焱
54 1501060202 乌永桥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6 不合格 瞿焱
55 1501110405 李惠芬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56 1501060209 史卫国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57 1519130212 尹树文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58 1501060219 郑天帆 工程1502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良好 瞿焱
59 1501060208 蔡钰洁 工程1503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3 不合格 瞿焱
60 1601060115 刘晓意 工程1601 工程造价创新竞赛实训 15 合格 瞿焱
61 1735020217 徐军谊 商务17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中 吴功兴
62 1735020113 王欢 商务17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2 及格 吴功兴
63 1735020134 余倩 商务17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2 中 吴功兴
64 1612180116 郑雨芬 商务16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65 1735020506 王一婷 商务1705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中 吴功兴
66 1512180516 高清琪 商务15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67 1512180603 关世红 商务15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68 1512180607 杨子萱 商务15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69 1512180504 黄倩颖 商务15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70 1523030112 石萍萍 商务15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71 1512180121 蔡名成 商务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72 1512180129 景荣达 商务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73 1512180410 刘嘉琳 商务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74 1512180331 孙利百加 商务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75 1512180319 蔡健 商务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76 1512180321 胡春强 商务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77 1612180118 姜诗琦 商务16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78 16121180119 黎红 商务16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79 1612180301 穆璇璇 商务16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80 1735020123 杜杭寅 商务17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良 吴功兴
81 1735020418 叶雨梦 商务1704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2 中 吴功兴
82 1512180416 何雅迪 物流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2 良 吴功兴
83 1512180614 吴雨晴 物流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84 1622020124 杨丽文 物流16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85 1512180311 施政 信息15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15 优 吴功兴
86 1735020308  何瑶 商务1703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9 不及格 吴功兴
87 1735020303 冯怡 商务1703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9 不及格 吴功兴
88 1735020311  俞金笑 商务1703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9 不及格 吴功兴
89 1735020406 许萍 商务1704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9 不及格 吴功兴
90 1735020605 张锐 商务1706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3 不及格 吴功兴
91 1735020619 王樱桦 商务1706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3 不及格 吴功兴



92 1612180312 朱依纯 商务16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3 不及格 吴功兴
93 1735020224 戴梦霞 商务1702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9 不及格 吴功兴
94 1612190205 张何力 物流1601 跨境电商的运营实践 6 不及格 吴功兴
95 1512180104 黎寿方 商务1502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良 彭扬
96 1522020108 杨波波 物流15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97 1512180504 楼权威 物流15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98 1512190324 张超 物流15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中 彭扬
99 1512180105 鲍帅 物流15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00 1612180228 全伊芳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01 1612180104 尚琦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中 彭扬
102 1612180120 唐玮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中 彭扬
103 1612180230 朱心如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04 1612180416 季思思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05 1612180419 李开艳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良 彭扬
106 1612180227 施煜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良 彭扬
107 1612180402 林志杰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良 彭扬
108 1612180625 费心钰 物流1602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09 1612180622 吴霞霞 物流1602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10 1512180109 丁娟 物流15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11 1612180106 毛梦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良 彭扬
112 1612180214 李静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良 彭扬
113 1612180325 刘鹏 物流1602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良 彭扬
114 1612180510 胡诗宇 物流1602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15 1612180232 屠梦婷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中 彭扬
116 1612180426 胡晨晨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17 1612180430 蒋璐婷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及格 彭扬
118 1612180409 程玮 物流1601 智慧物流分析与设计 15 中 彭扬
119 1612180102 冯美丽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20 1612180121 邬佳彦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合格 项益鸣
121 1612180407 吴海国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中 项益鸣
122 1612180410 伍博羽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23 1612180411 毛跃臻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中 项益鸣
124 1612180412 李曼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中 项益鸣
125 1612180414 刘闻博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中 项益鸣
126 1612180427 余浩楠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合格 项益鸣
127 1612180606 阮天柱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28 1612180610 李曼颖 信息16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中 项益鸣
129 1612180207 李美宣 信息16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30 1612180215 骆凌凌 信息16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中 项益鸣
131 1612180319 潘叙伶 信息16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32 1612180327 王玥 信息16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合格 项益鸣
133 1612180328 徐金灵 信息16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中 项益鸣
134 1612180501 胡嘉晟 信息16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35 1512180119 林田田 信息15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36 1512180418 罗咪 信息15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37 1512180616 徐畅蔚 信息15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38 1512180218 倪岚漪 信息15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39 1512180302 刘敏雅 信息15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优 项益鸣
140 1512180327 汪涛 信息15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良 项益鸣
141 1512180329 周攀 信息1502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优 项益鸣
142 1412180111 戚凯丽 信息1401 “互联网＋”融资项目分析 15 优 项益鸣
143 1735020412 徐有良 商务1704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6 不及格 蒋长兵
144 1735020106 高茗若 商务17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45 1735020301 陈娜娜 商务1703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9 不及格 蒋长兵
146 1735020312 江香香 商务1703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6 不及格 蒋长兵
147 1735020422 池凯微 商务1704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48 1735020421 林星吟 商务1704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6 不及格 蒋长兵
149 1735020413 王晨宇 商务1704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50 1735020417 蒋志豪 商务1704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9 不及格 蒋长兵
151 1735020501 张坤 商务1705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52 1735020508 孙晓宇 商务1705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53 1735020415 林豪玮 商务1704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54 1512180511 冯杭杰 商务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155 1512180605 周恩 商务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156 1512180523 王莹 商务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57 1512180507 安波洁 商务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158 1512180624 林佳梦 商务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59 1512180220 江子威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60 1512180131 陶倩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61 1512180205 赵美玲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162 1592010218 许益飞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163 1512180309 汤慧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64 1512180106 杨玉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65 1512180216 梅芳蓝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66 1612180421 陈丽琴 商务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67 1612180423 袁璐依 商务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68 1612180424 姚秋爽 商务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169 1612180418 唐丽君 商务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170 1612180513 朱逍遥 电商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71 1512180521 赵朝阳 商务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172 1512180231 蒋元杰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173 1512180204 杨静宜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74 1612180113 陈思含 商务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75 1735020511 韩流 商务1705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176 1612180514 林通 商务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177 1512180323 双飞 商务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78 1735020217 徐军谊 商务17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79 1735020610 林祥 电商1706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80 1735020204 李雅玲 商务17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81 1612200131 姚玲佳 商务16A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82 1612200114 张炼锋 商务16A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83 1612200102 金晶 商务16A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84 1612200103 侯金玲 商务16A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85 1601060108 郭鑫豪 工程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86 1612180130 余奔潮 物流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87 1612180601 李文玉 物流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9 不及格 蒋长兵
188 1612180603 李艾瑾 物流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9 不及格 蒋长兵
189 1512180120 张宏盛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9 不及格 蒋长兵
190 1512180415 罗伟光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6 不及格 蒋长兵
191 1612180303 张倩 信息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9 不及格 蒋长兵
192 1612180530 陈梦丽 信息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193 1612180203 何佳男 信息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94 1735010118 汪航 工程17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95 1735010130 高梦雨 工程17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196 1612180430 蒋璐婷 物流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0 不及格 蒋长兵
197 1512180608 付伟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98 1512180422 陈洁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199 1512180419 顾奕男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200 1512180310 祝丹露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201 1512180118 王旭杰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202 1512180101 钱士豪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203 1512180306 申佩欣 信息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204 1512180207 戴金华 信息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205 1612180511 岑怡 信息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206 1612180502 王婕敏 信息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207 1512180223 陈树楠 物流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 蒋长兵
208 1512180221 吴彬 物流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209 1612180101 江宁 信息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210 1612180131 孙懿楠 信息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
211 1512180115 吴潮源 信息15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中 蒋长兵
212 1512180313 张王卓 信息15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 蒋长兵
213 1612180130 余奔潮 物流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9 不及格 蒋长兵
214 1612180318 周郁洁 信息1602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3 不及格 蒋长兵
215 1612180115 许妙青 物流1601 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2 良 蒋长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