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上海杉达学院 2020-2021 学年教学工作学生信息员名单 

一、胜祥商学院（65 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沈佳梦 f18021110 f180211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2 徐静园 f18021213 f18021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3 牛睿 f18021333 f180213 国际经济与贸易  

4 陈蓉 f18021402 f180214 国际经济与贸易  

5 王辰杰 f18021528 f180215 国际经济与贸易  

6 阮乐仪 f18021611 f1802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7 李浩文 f18021606 f180217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全英文实验班）  

8 付季珺 f18022103 f180221 市场营销  

9 耿程洁 f18022202 f180222 市场营销  

10 姚闪 f18022313 f180223 市场营销  

11 肖静雅 f18022412 f180224 市场营销  

12 吕康 f18024127 f180241 法学  

13 朱文杰 f18024232 f180242 法学  

14 沈昕浩 f18024327 f180243 法学  

15 秦宇琦 f18024408 f180244 法学  

16 雷安康 f18031126 f180311 会计学  

17 莫妍琳 f18031214 f180312 会计学  

18 李飞飞 f18031326 f180313 会计学  

19 陈礼昊 f18031423 f180314 会计学  

20 丁淑宁 f18033103 f180331 财务管理  

21 戴碧柔 f18033201 f180332 财务管理  

22 张家玉 f18033318 f180333 财务管理  

23 徐郁 f18033419 f180334 财务管理  

24 徐欣妍 f18033519 f180335 财务管理（CIMA方向）  

25 李流畅 f18033607 f180336 财务管理（CIMA方向）  

26 王逍益 f18041112 f180411 金融学  

27 曹旺 f18041221 f180412 金融学  

28 钱瑶 f18041310 f180413 金融学  

29 张子豪 f18041435 f180414 金融学  

30 潘杰华 f18041514 f180415 金融学（CfA方向)  

31 黄雍 f18041625 f180416 金融学（CfA方向)  

32 何鹏晨 f19021118 f1902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美合作办学）  

33 黄乐也 f19021203 f190212 
国际经济与贸易 

(中美合作办学)  

34 赵雯静 f19021317 f190213 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院 



负责

人 

35 郑婉婷 f19021417 f190214 国际经济与贸易  

36 陈苏灵 f19021502 f190215 国际经济与贸易  

37 熊珍洋 f19021629 f1902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38 高扬 f19031107 
f190217（全英

文实验班） 
国际经济与贸易  

39 常思欣 f19022101 f190221 市场营销  

40 王艺婷 f19022210 f190222 市场营销  

41 刘一丹 f19022304 f190223 市场营销  

42 张露明 f19022408 f190224 市场营销  

43 贾梦真 f19024108 f190241 法学  

44 钱科杰 f19024229 f190242 法学  

45 王胜楠 f19031129 f190311 会计学  

46 汤若琳 f19031211 f190312 会计学  

47 董潮健 f19031322 f190313 会计学  

48 石博宇 f19031426 f190314 会计学  

49 苏昂 f19033126 f190331 财务管理  

50 胡敏 f19033207 f190332 财务管理  

51 盛晓雯 f19033308 f190333 财务管理  

52 张文娟 f19033416 f190334 财务管理  

53 张如莘 f19033527 f190335 财务管理（CIMA方向）  

54 齐少华 f19033611 f190336 财务管理（CIMA方向）  

55 汪博涵 f19041127 f190411 金融学  

56 何婧 f19041205 f190412 金融学  

57 黄一意 f19041305 f190413 金融学  

58 章亿阳 f19041428 f190414 金融学  

59 王浩 f19041531 f190415 金融学（CfA方向)  

60 尚艺 f19041612 f190416 金融学（CfA方向)  

61 乌天宁 b20021114 b2002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62 顾慧琳 b20021202 b200212 国际经济与贸易  

63 陈明明 b20022102 b200221 市场营销  

64 章静雯 b20031124 b200311 会计学  

65 王玮玮 b20033109 b200331 财务管理  
 
二、管理学院（33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陈文昊 f18051121 f180511 旅游管理  

2 叶文婷 f18051219 f180512 旅游管理  

3 李煜旻 f18051305 f180513 旅游管理  

4 徐园磊 f18051427 f180514 旅游管理  

5 黄欣元 f18051507 f180515 
旅游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

方向）  



6 林晨佳 f18052108 f180521 酒店管理  

7 李家仪 f18052209 f180522 酒店管理  

8 干源萍 f18052303 f180523 酒店管理  

9 卫至诚 f18052429 f180524 酒店管理  

10 张婧彦 f18052515 f180525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11 黄锦鑫 f18071111 f180711 工程管理  

12 曹博 f18071209 f180712 工程管理  

13 刘露 f18071303 f180713 工程管理  

14 夏华 f18072115 f180721 劳动与社会保障  

15 赢燕 f18072220 f180722 劳动与社会保障  

16 陈佳铭 f18073101 f180731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方向)  

17 陆姝婧 f18073210 f180732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方向)  

18 蒋申囡 f18073307 f180733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方向)  

19 奚卫蔚 f18073411 f180734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方向)  

20 姚依凡 f18075117 f180751 食品质量与安全  

21 马俞明 f18075222 f180752 食品质量与安全  

22 吴帅 f19071131 f190711 工程管理  

23 董涛 f19071212 f190712 工程管理  

24 肖子何 f19071335 f190713 工程管理  

25 陆君杰 f19072125 f190721 劳动与社会保障 

学院 

负责

人 

26 吕欣怡 f19072209 f190722 劳动与社会保障  

27 孙秦怡 f19073114 f190731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方向)  

28 唐如阳 f19073228 f190732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方向)  

29 吴辛榕 f19075109 f190751 食品质量与安全  

30 张天欢 f19075210 f190752 食品质量与安全  

31 邓思俊 b20071107 b200711 工程管理  

32 蒋嘉诚 b20071215 b200712 
工程管理（智能建筑运维方

向）  

33 于超群 b20073130 b200731 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方向)  
 
三、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31 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高佳依 f18011104 f1801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孙澳南 f18011227 f1801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杨伊杰 f18011331 f1801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 鲍琦 f18011406 f1801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 胡天笑 f18011515 f1801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工程方向）  

6 郑永田 f18011639 f1801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工程方向）  

7 汪楠 f18012208 
f180117 

（卓越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徐岩菲 f18012130 f180121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金融

信息管理系统方向）  

9 宋辰龙 f18012228 f18012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0 谢明恩 f18015126 f180151 软件工程  

11 杨佳龙 f18015229 f180152 软件工程  

12 史云菲 f18023109 f180231 电子商务  

13 韦子凌 f18023210 f180232 电子商务  

14 卞晨允 f18023322 
f180233 

(中本贯通) 
电子商务 

 

15 王韵琦 f18023412 f180234 
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方

向)  

16 黄星月 f18023507 f180235 
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方

向)  

17 温庆凡 f19011125 f1901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 

负责

人 

18 曹宇 f19011207 f1901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 石玉霞 f19011305 f1901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 董叶卉 f19011402 f1901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 黄灵杰 f19011516 f1901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工程方向）  

22 林伟宇 f19011615 f1901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据工程方向）  

23 郭帅帅 f19011701 
f190117 

(卓越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4 张徐帆 f19015129 f190151 软件工程  

25 朱宇坤 f19015231 f190152 软件工程  

26 李丽萍 f19023105 f190231 电子商务  

27 施佳炎 f19023209 f190232 电子商务  

28 沈天琦 f19023331 
f190233(中本

贯通) 
电子商务 

 

29 黄炎欢 f19023404 f190234 
电子商务 

(商务数据分析方向)  

30 章涵宇 f19023528 f190235 
电子商务 

(商务数据分析方向)  

31 王昊 b20011130 b2001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四、外语学院（15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姜明杓 f18061127 f180611 英语  

2 周亲 f18061224 f180612 英语  

3 刘沁怡 f18061311 f180613 英语  

4 邹雨凡 f18061424 f180614 英语  



5 诸宇辰 f18061530 f180615 英语  

6 邱歆艺 f18061610 f180616 英语  

7 杨笑颖 f17062120 f180621 日语  

8 杨志麟 f18062228 f180622 日语  

9 鄢凤蓝 f18062317 f180623 日语  

10 郭嘉 f18062402 f180624 日语  

11 滕婧 f18064108 f180641 西班牙语  

12 金韬 f18064234 f180642 西班牙语  

13 杨一帆 f18065129 f180651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14 陈欣雯 f18066104 f180661 朝鲜语专业 

学院 

负责

人 

15 涂佳雯 f18067116 f180671 翻译（俄语翻译方向） 

  
五、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46 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姜祎昕 f18081129 f180811 视觉传达设计  

2 杨菲 f18081212 f180812 视觉传达设计  

3 何君仪 f18082104 f180821 环境设计  

4 周婉婷 f18092124 f180821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5 包心蓓 f18082201 f180822 环境设计  

6 陈宜莹 f18083201 f180831 服装与服饰设计 
小组

长 

7 严君尧 f18083121 f180832 服装与服饰设计  

8 徐佳豪 f18084119 f180841 产品设计  

9 郑雅晴 f18084210 f180842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方向）  

10 金丽婷 f18085107 f180851 市场营销（时尚营销方向）  

11 施纪辰 f18086114 f180861 时尚传播  

12 雷雨琦 f18086206 f180862 时尚传播  

13 赵佳敏 f18091126 f180911 新闻学  

14 吴倩 f18091221 f180912 新闻学  

15 王意涵 f18092215 f180922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16 黄智灏 f18093124 f180931 网络与新媒体  

17 欧钊龙 f18093227 f180932 网络与新媒体  

18 姚暄 f18093316 f180933 网络与新媒体  

19 张李雯 f19093417 f180934 网络与新媒体  

20 毛嘉雯 f19081109 f190811 视觉传达设计  

21 李雯 f19081209 f190812 视觉传达设计  

22 罗涵欣 f19083108 f190831 服装与服饰设计  

23 曾舟寒 f19083219 f190832 服装与服饰设计  

24 陈浏圯 f19082101 f190821 环境设计  

25 宋欣雨 f19082213 f190822 环境设计  

26 王歆曌 f19084111 f190841 产品设计  



27 张之颖 f19084217 f190842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方向）  

28 刘文英 f19086105 f190861 时尚传播  

29 张嘉慧 f19086212 f190862 时尚传播  

30 陈昭璇 f19086302 f190863 时尚传播  

31 李梓萱 f19091111 f190911 新闻学  

32 贾思凡 f19091209 f190912 新闻学  

33 王晨芸 f19092121 f190921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学院

负责

人 

34 沈奕羽 f19092234 f190922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35 姚宇骄 f19093133 f190931 网络与新媒体  

36 崔恒源 f19093226 f190932 网络与新媒体  

37 杨洋 f19093317 f190933 网络与新媒体  

38 张颖汉 f19093435 f190934 网络与新媒体  

39 丁昌娟 b20081103 b200811 视觉传达设计  

40 张玥 b20082113 b200821 环境设计  

41 郁辰琳 b20082211 b200822 环境设计  

42 金子焱 b20083111 b200831 服装与服饰设计  

43 蒲诗盈 b20083213 b200832 
服装与服饰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方向）  

44 周佳君 b20084115 b200841 产品设计  

45 徐隽尔 b20084209 b200842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方向）  

46 江玉洁 b20093102 b200931 网络与新媒体  
 
六、国际医学技术学院（21 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刘睿涵 f18111112 f181111 护理学  

2 董佳妮 f18111104 f181112 护理学  

3 吴启航 f18111513 f181113 护理学  

4 王佳怡 f18111316 f181114 护理学  

5 刘诗怡 f18111408 f181115 护理学  

6 应宇涵 f18111516 f181116 护理学  

7 张悦怡 f18112125 f181121 康复治疗学  

8 杨洋 f18112234 f181122 康复治疗学  

9 吴佳庆 f18113115 f181131 卫生教育  

10 周强 f18113229 f181132 卫生教育  

11 詹雨捷 f19111528 f191111 护理学  

12 朱奕文 f19111219 f191112 护理学 

学院 

负责

人 

13 顾怡雯 f19111303 f191113 护理学  

14 周怡蕾 f19111425 f191114 护理学  

15 张奕文 f19111523 f191115 护理学  

16 文心竹 f19112118 f191121 康复治疗学  



17 盛凯杰 f19112229 f191122 康复治疗学  

18 顾思佳 f19113106 f191131 卫生教育  

19 祁昀蕾 f19113214 f191132 卫生教育  

20 王潆嬉 b20111117 b201111 护理学  

21 侯进 b20111225 b201112 护理学  
 
七、教育学院（10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蔡静怡 f18051101 f182121 教育学（幼儿教育方向）  

2 张映 f18092120 f182122 教育学（幼儿教育方向）  

3 马百姣 f18210118 f182101 汉语国际教育  

4 吴娅婷 f18211122 f182111 小学教育  

5 陈冰 f18211204 f182112 小学教育  

6 罗瑾 f19210114 f192101 汉语国际教育  

7 竺晰越 f19211124 f192111 小学教育 

学院 

负责

人 

8 郑志昊 f19211230 f192112 小学教育  

9 赵嘉颖 f19212127 f192121 学前教育  

10 朱翊辰 f19212228 f192122 学前教育  
 
八、机电工程学院（10 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丁佳倩 f18076101 f180761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学院 

负责

人 

2 陈江涛 f18076206 f18076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3 王子嘉 f18311123 f183111 机械电子工程  

4 覃翔宇 f18311219 f183112 机械电子工程  

5 张书涵 f18311331 f183113 
机械电子工程（民航机务工

程方向）  

6 朱梦想 f19076133 f190761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7 潘雨辰 f19076214 f19076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8 唐泓悦 f19311127 f193111 机械电子工程  

9 沈春辉 f19311216 f193112 机械电子工程  

10 李悦莱 b20311102 b203111 机械电子工程  
 
九、嘉善光彪学院（校基础部）（140 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汪晓艺 f19062115 f190621 日语  

2 黄佳怡 f19062204 f190622 日语  

3 刘涵 f19062307 f190623 日语  

4 潘佳怡 f19062412 f190624 日语  

5 万瀚森 f19064130 f190641 西班牙语  

6 施羽佳 f19064212 f190642 西班牙语  



7 曾佳依 f19065116 f190651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8 李圆月 f19065221 f190652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9 李心愉 f19066108 f190661 朝鲜语  

10 罗婧 f19061109 f190611 英语  

11 沈怡 f19061216 f190612 英语  

12 冯麟茜 f19061307 f190613 英语  

13 王艺 f19061415 f190614 英语  

14 龚依顺 f19061507 f190615 英语  

15 林泳汝 f19061610 f190616 英语  

16 陈加琪 f19051103 f190511 旅游管理  

17 丁丽 f19051203 f190512 旅游管理  

18 张凤婷 f19051320 f190513 旅游管理  

19 佟倩 f19051411 f190514 旅游管理  

20 杨依敏 f19051512 f190515 旅游管理（会展管理与策划）  

21 兰莹 f19052108 f190521 酒店管理  

22 王瑞晗 f19052214 f190522 酒店管理  

23 蔡文昊 f19052321 f190523 酒店管理  

24 赵栋 f19052432 f190524 酒店管理  

25 宋羽轩 f19052510 f190525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26 朱奕颖 b20052108 b200521 酒店管理  

27 陈长舟 f20071102 f200711 工程管理  

28 徐晶珊 f20071210 f200712 工程管理  

29 黄家豪 f20071319 f200713 工程管理  

30 王钰迪 f20072111 f200721 劳动与社会保障  

31 黄君 f20072201 f200722 劳动与社会保障  

32 周晓玥 f20077120 f200771 人力资源管理  

33 刘星榕 f20077214 f200772 人力资源管理  

34 李姝颖 f20075105 f200751 食品质量与安全  

35 王卫 f20075226 f200752 食品质量与安全  

36 沙美俊 f20051129 f200511 旅游管理  

37 李耀敏 f20051205 f200512 旅游管理  

38 郭志成 f20051323 f200513 旅游管理  

39 茹嘉仪 f20051404 f200514 旅游管理（会展管理与策划）  

40 盛金奕 f20052112 f200521 酒店管理  

41 陈峻吉 f20052220 f200522 酒店管理  

42 方柯 f20052302 f200523 酒店管理  

43 严雨萱 f20052405 f200524 酒店管理（高级管家方向）  

44 乔佳毅 f20052518 f200525 酒店管理（中本贯通）  

45 沈锦雯 f20111108 f201111 护理学  

46 徐天然 f20111219 f201112 护理学  

47 邱雨晨 f20111313 f201113 护理学  

48 龙心朵 f20111513 f201114 护理学  

49 武倩雯 f20111322 f201115 护理学  



50 陈禹涵 f20112119 f201121 康复治疗学  

51 黄娇娜 f20112205 f201122 康复治疗学  

52 王金悦 f20113115 f201131 卫生教育  

53 龙晨煜 f20113211 f201132 卫生教育  

54 吴文杰 f20311122 f203111 机械电子工程  

55 李硕源 f20311208 f203112 机械电子工程  

56 柳慧慧 f20076105 f200761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57 金诺 f20076211 f20076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58 庞意 f20210116 f202101 汉语国际教育  

59 王钰婷 f20211117 f202111 小学教育  

60 倪好 f20211210 f202112 小学教育  

61 王安蕾 f20212115 f202121 学前教育  

62 郁雪婷 f20212226 f202122 学前教育  

63 刘意宁 f20021108 f200211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64 吴佩乘 f20021210 f200212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65 陈宇扬 f20021320 f200213 国际经济与贸易  

66 顾颖影 f20021403 f200214 国际经济与贸易  

67 曾廷芳 f20021501 f200215 国际经济与贸易  

68 周珊珊 f20021615 f200216 国际经济与贸易  

69 沈益丞 f20022128 f200221 市场营销  

70 肖亚东 f20022229 f200222 市场营销  

71 杜文菁 f20022303 f200223 市场营销  

72 郭锦赞 f20031121 f200311 会计学  

73 陈馨妍 f20031201 f200312 会计学  

74 徐晨露 f20031314 f200313 会计学  

75 付奕雯 f20031402 f200314 会计学  

76 李可 f20033124 f200331 财务管理  

77 马昌琴 f20033210 f200332 财务管理  

78 乔新旺 f20033324 f200333 财务管理  

79 张志远 f20033428 f200334 财务管理  

80 钟君瑶 f20033515 f200335 财务管理（CIMA方向）  

81 孙郁夏阳 f20033621 f200336 财务管理（CIMA方向）  

82 郑清如 f20041113 f200411 金融学  

83 侯嘉林 f20041218 f200412 金融学  

84 张霖骏 f20041329 f200413 金融学  

85 凌煜杰 f20041421 f200414 金融学  

86 黄诗萌 f20041503 f200415 金融学（CfA方向）  

87 何志强 f20041621 f200416 金融学（CfA方向）  

88 李柳诗绮 f20041706 f200317 
金融学（财富管理）中本贯

通  

89 程扬 f20024120 f200241 法学  

90 郭倩倩 f20024204 f200242 法学  

91 梁罂之 f20062110 f200621 日语  



92 仝选帝 f20062225 f200622 日语  

93 袁拓 f20062328 f200623 日语  

94 王青 f20062414 f200624 日语  

95 徐腾飞 f20065126 f200651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96 张嘉琪 f20065218 f200652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97 余程妍 f20064118 f200641 西班牙语  

98 李芸 f20064209 f200642 西班牙语  

99 王贵林 f20066113 f200661 朝鲜语  

100 王金玉 f20067108 f200671 俄语  

101 张君慧 f20061122 f200611 英语  

102 王城城 f20061231 f200612 英语  

103 刘一凡 f20061331 f200613 英语  

104 夏一飞 f20061430 f200614 英语  

105 姜梦 f20061505 f200615 英语  

106 申佳鹭 f20061612 f200616 英语  

107 苟宸瑞 f20011108 f2001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8 沈涵章 f20011218 f2001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9 胡自豪 f20011309 f20011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0 裴子润 f20011412 f20011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1 吕喆 f20015204 f20011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卓越试点

班)  

112 刘冬雯 f20015108 f200151 软件工程  

113 吴佳明 f20015224 f200152 软件工程  

114 谢健强 f20015324 f200153 软件工程  

115 史嘉怡 f20016108 f200161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16 陶佳鑫 f20016223 f200162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17 李治亨 f20016318 f20016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18 吴陈 f20023119 f200231 电子商务  

119 南科宇 f20023218 f200232 电子商务  

120 顾奕晨 f20823320 f200233 电子商务(中本贯通)  

121 张骏怡 f20023411 f200234 
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方

向）  

122 马佳莉 f20023505 f200235 
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方

向）  

123 倪佳骏 f20081209 f200812 视觉传达设计  

124 华金蕾 f20081106 f200811 视觉传达设计  

125 施嘉奇 f20082111 f200821 环境设计  

126 张紫嫣 f20082218 f200822 环境设计  

127 朱俊奇 f20084131 f200841 产品设计  

128 陈诸婕 f20084202 f200842 产品设计（数字设计方向）  

129 龚明非 f20083204 f200832 服饰与服装设计  

130 潘雨洁 f20083109 f200831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1 张天一 f20086122 f200861 时尚传播  



132 张煦怡 f20086217 f200862 时尚传播  

133 胡玉坤 f20091127 f200911 新闻学  

134 朱晓澜 f20091225 f200912 新闻学  

135 王馨尧 f20092119 f200921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136 张嘉乐 f20092235 f200922 新闻学（传媒经营方向）  

137 曾博 f20093125 f200931 网络与新媒体  

138 张珺怡 f20093217 f200932 网络与新媒体  

139 王世佳 f20093312 f200933 网络与新媒体  

140 缪天韵 f20093411 f200934 网络与新媒体  
 
十、沪东工学院（21 名）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代号 专业 备注 

1 叶凡 t19101134 t191011 机电一体化  

2 龚秋雨 t19101209 t191012 机电一体化  

3 陈寒香 t19102105 t191021 电气自动化技术  

4 杨声远 t19102224 t191022 电气自动化技术  

5 姚梓昊 t19102327 T191023 电气自动化  

6 陈俊华 t19103107 t191031 船舶工程技术  

7 周开凯 t17106141 t191041 物流管理  

8 吕霞 t19104306 t191042 物流管理  

9 钱东森 t19105125 t191051 智能控制技术  

10 张青华 t19105237 t191052 智能控制技术  

11 蔡艺 t19106101 t191061 集装箱运输管理  

12 桂宾 t20101122 t2010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3 张文龙 t20101236 t20101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4 钱书涵 t20102131 t201021 电气自动化技术  

15 蔡嘉祺 t20102201 t201022 电气自动化技术  

16 金叶超 t20103119 t201031 船舶工程技术  

17 易佳贝 t20104118 t201041 物流管理 

学院 

负责

人 

18 汪璐滢 t20104312 t201043 物流管理（国际多式联运）  

19 程张奕 t20104503 t201045 物流管理  

20 沈檬 t20105107 t201051 智能控制技术  

21 寸灿杰 t20105218 t201052 智能控制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