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号 姓名 班级 开放实验名称 课时数 成绩 指导老师

1 1935020333 张鼎秀 物流19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优 陶婉琼

2 1905090123 汤思怡 商务19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优 陶婉琼

3 1835020233 孙思程 商务18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优 陶婉琼

4 1935020310 徐潇潇 信息19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中 陶婉琼

5 1935020112 李正江 物流19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优 陶婉琼

6 1935020420 丁数蝶 信息19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2 及格 陶婉琼

7 1735020210 余富超 信息17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2 及格 陶婉琼

8 1735020221 宋钢豪 商务18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优 陶婉琼

9 1735020220 沈珏斌 电商17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2 及格 陶婉琼

10 1823040516 卢曼卿 物流18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优 陶婉琼

11 1735020408 黄振寅 信息17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3 不及格 陶婉琼

12 1835020431 顾海炼 信息18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中 陶婉琼

13 1935020120 李怡瑶 信息19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2 中 陶婉琼

14 1935020103 张宏 物流19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及格 陶婉琼

15 1835020317 茅俊洁 商务18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中 陶婉琼

16 1935020601 韩秀丽 物流19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2 及格 陶婉琼

17 1835020413 翁鹏通 信息18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中 陶婉琼

18 1735020208 西尔艾力·亚力坤 商务1701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2 中 陶婉琼

19 1935010224 陈佳仪 工程19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3 不及格 陶婉琼

20 1735010217 陈文龙 工程17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15 良 陶婉琼

21 1710070206 赖依锐 商务1702 数据挖掘中的可视化分析 3 不及格 陶婉琼

22 1735010220 蒋庄哲 工程17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汪澍

23 1735020114 何毅潇 信息17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汪澍

24 1735020121 陈通 信息17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25 1735020202 郑小康 信息17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26 1735020214 陈涛 信息17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27 1735020216 叶俊辉 商务17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汪澍

28 1735020225 王则磊 商务17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29 1735020228 胡昕辉 信息17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30 1735020229 陆帅 商务17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汪澍

31 1735020233 赵乾淳 信息17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32 1735020315 叶鑫 信息17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33 1735020319 厉鑫伟 商务18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汪澍

34 1735020527 陈启航 信息17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汪澍

35 1735020606 李安琪 信息17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合格 蒋长兵/汪澍

36 1735020610 林祥 信息17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37 1835020109 杨敏 商务18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38 1835020205 王俊杰 物流18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39 1835020219 黄威力 信息18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40 1835020307 马昌浩 商务18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41 1835020428 陈枭 商务18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42 1835020432 周子皓 商务18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43 1835020608 柳智文 商务18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44 1907090230 何静 物流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45 1912190133 祁宇丹 商务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46 1912190528 祁宇璐 商务19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47 1935020108 钱悦 物流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48 1935020117 祝一帆 物流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49 1935020127 刘星伯 信息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50 1935020130 盛嘉雯 信息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51 1935020522 徐航 信息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良好 蒋长兵/汪澍

52 1935020531 郑昳明 信息1901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2020/2021(1)开放实验成绩汇总



53 1935020627 张宇婷 物流1902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 15 优秀 蒋长兵/汪澍

54 1920040107 安泽轩 工程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55 1735020114 何毅潇 信息17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56 1935020421 马轩志 商务19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57 1735020327 李凡 商务17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58 1935010203 桂文延 工程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59 1735020105 陆俊宏 商务17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60 1935020615 李上勤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61 1935020609 丁嘉骏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62 1935020204 李创 商务19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优 鲍福光

63 1835020209 梅玉洁 物流18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3 不及格 鲍福光

64 1935020613 丁宇鑫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65 1935020501 孙阿会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66 1935020629 毛凌浩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优 鲍福光

67 1935020502 臧国伟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68 1712190231 柯李娴 商务19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良 鲍福光

69 1935010130 张俞佳 工程19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70 1735020225  王则磊 商务17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15 中 鲍福光

71 1735020229 陆帅 商务17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9 不及格 鲍福光

72 1935020608 柳露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73 1712190231 柯李娴 商务19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74 1935020614 蔡莉亚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75 1935020226 张美红 商务1901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76 1935020608 柳露 商务1902 科技竞赛与科技论文写作 0 不及格 鲍福光

77 1935010101 陈晓虹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78 1935010103 陈宁寒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79 1935010107 周蛟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80 1935010108 彭强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81 1935010114 司渊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82 1935010115 陈雨恒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83 1935010118 杨涛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84 1935010120 马克玉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85 1935010121 余丹丹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86 1935010122 夏梦缘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87 1935010123 蓝杰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88 1935010124 张诗琪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89 1935010125 赖如涛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90 1935010126 顾智睿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91 1935010127 赵佳吉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92 1935010128 沈彦冰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93 1935010129 张有森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94 1920040107 安泽轩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95 1920100303 陈君瑜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96 1935010201 潘贤君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97 1935010202 陈预备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98 1935010203 桂文延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99 1935010204 张丽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00 1935010206 芮小惠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01 1935010207 韦世纪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02 1935010208 罗韵诗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03 1935010210 熊元璐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04 1935010211 杨艳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05 1935010212 余璇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06 1935010213 葛仁杰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07 1935010215 吕思媛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08 1935010216 黄泽宇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09 1935010219 罗俊仪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110 1935010220 宋杭佳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11 1935010221 吕江涛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12 1935010222 徐欧钧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优秀 瞿焱

113 1935010223 张驰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14 1935010224 陈佳仪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15 1935010226 施经浩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16 1935010227 章雨晨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17 1835010101 张飞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18 1835010105 罗宏伟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19 1835010107 刘文金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0 1835010111 李建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21 1835010114 施林汝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2 1835010121 饶文忻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3 1835010126 叶鲁茂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4 1835010128 郑海玮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5 1835010130 吴一凡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6 1835010201 程瑞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良好 瞿焱

127 1835010207 周任明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8 1835010208 宋川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29 1835010218 谷佳衡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30 1835010222 金喆康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31 1835010223 童思烽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32 1735010126 周含豫 工程1701 建筑信息模型（初级） 15 合格 瞿焱

133 1935010101 陈晓虹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34 1935010103 陈宁寒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35 1935010107 周姣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36 1935010108 彭强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37 1935010114 司渊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38 1935010115 陈雨恒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39 1935010118 杨涛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40 1935010120 马克玉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41 1935010121 余丹丹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42 1935010122 夏梦缘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43 1935010123 蓝杰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44 1935010124 张诗琪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45 1935010125 赖如涛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46 1935010126 顾智睿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47 1935010127 赵佳吉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48 1935010128 沈彦冰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49 1935010129 张有森 工程19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50 1920040107 安泽轩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51 1920100303 陈君瑜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52 1935010201 潘贤君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53 1935010202 陈预备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54 1935010203 桂文延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55 1935010204 张丽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56 1935010206 芮小惠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57 1935010207 韦世纪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58 1935010208 罗韵诗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59 1935010210 熊元璐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60 1935010211 杨艳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61 1935010212 余璇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62 1935010213 葛仁杰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63 1935010215 吕思媛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64 1935010216 黄泽宇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65 1935010219 罗俊仪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66 1935010220 宋杭佳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67 1935010221 吕江涛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68 1935010222 徐欧钧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69 1935010223 张驰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70 1935010224 陈佳仪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优秀 瞿焱

171 1935010226 施经浩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72 1935010227 章雨晨 工程19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73 1835010101 张飞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74 1835010102 施林汝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75 1835010105 罗宏伟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76 1835010107 刘文金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77 1835010111 李建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78 1835010121 饶文忻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79 1835010126 叶鲁茂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0 1835010128 郑海玮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良好 瞿焱

181 1835010130 吴一凡 工程18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2 1835010201 程瑞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3 1835010207 周任明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4 1835010208 宋川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5 1835010218 谷嘉衡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6 1835010222 金喆康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7 1835010223 童思锋 工程1802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8 1735010126 周含豫 工程1701 建筑信息模型（高级） 15 合格 瞿焱

189 1735020516 高云 信息17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190 1735020523 倪云鹏 信息17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191 1735020532 骆黄静 信息17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192 1735020219 李大仟 信息17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193 1735020232 戚周蕾 信息17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194 1735020609 董书赟 信息17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195 1735020620 叶绮雅 信息17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196 1735020623 张睿 信息17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197 1835020308 李晨璐 信息18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198 1835020334 王济儒 信息18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199 1835020504 周斌 信息18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0 1835020507 郭世豪 信息18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1 1835020509  包尔强 信息18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2 1835020603 陈心薇 信息18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3 1835020614 徐俣 信息18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4 1935020122 姜璇璇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5 1935020131 王新豪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06 1935020132 李舟琛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7 1935020209 张悦馨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08 1935020309 蒋冰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09 1935020324 吴宇峰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0 1935020423 卢茜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1 1935020434  斯琪欣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2 1935020520 陈泓亦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3 1935020532 顾淳璇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4 1935020533  黄桢晟 信息19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5 1935020417  叶迪艺 信息19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6 1935020435  董璐银 信息19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7 1935020504 汪帆 物流19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优秀 项益鸣

218 2035020106 陈心彤 商务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19 2035020107 陈洁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0 2035020110 龙悦 商务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21 2035020111 周灵 商务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2 2035020115 李旭 商务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3 2035020121 张家鑫 商务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4 2035020124 陈斌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5 2035020133 沈均瑶 商务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6 2035020206 王李硕 商务20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7 2035020208 张元韬 商务20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8 2035020215 罗子仪 商务2002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29 2035020302 陈宇飞 商务2003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0 2035020304 冯诗蕊 商务2003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31 2035020316 王建成 物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2 2035020317 叶玮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3 2035020318 王佳瑶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4 2035020330 黄昭韫 商务2003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5 2035020404 魏秋羽 商务2004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36 2035020408 熊静 商务2004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7 2035020411 查佳雪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8 2035020430 魏宏轩 商务2004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39 2035020433 何怀诚 商务2004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40 2035020511 胡起珍 商务2005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41 2035020512 林晋宇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42 2035020525 林瑾妮 商务2005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43 2035020527 杨子捷 商务2005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44 2035020533 方锦涛 商务2005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45 2035020603 王文瑾 商务2006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46 2035020607 田蒙蒙 商务2006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47 2035020609 蒋颜西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48 2035020627 高婷 商务2006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49 2035020632 陈浩然 商务2006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50 2035020715 何晓阳 商务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51 2035020726 卢鉴开 商务2003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52 2035020727 冯斌 商创2001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253 2035020732 朱格 商务2003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中等 项益鸣

254 2035020827 张萱 商务2006 数字技术对企业的赋能方式探究 15 良好 项益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