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学号 专业

张胡鑫 20163432 药品生物技术

陈以希 20164107 中药生产与加工

吴静 20162751 药品生产技术

张玉麟 20175030  药品生产技术

黄倩妮 20175036 药品生产技术

刘芷倩 20160849 16互联网金融

龚蜜 20162569 16互联网金融

洪强梅 20160390 注会1606

王敏 20161176 旅游管理

张芯怡 20161986 酒店管理

杨端端 20161658 人力资源管理

孙文娟 20164103 财务管理

万洋 20162008 市场营销

王德莹 20161763 物流管理

胡纤 20160946 电子商务

刘益园 20160962 商务英语

周园园 20162017 市场营销

熊佳银 20160820 电子商务

刘玲 20162141 电子商务

方冰清 20162122 电子商务

郭丕雪 20163144 物流管理

柯  笃 20162847 广告设计与制作

胡杨欣 20160005 动漫设计

代超 20160887 物联网应用技术

李虎 20164086 通信技术

胡预洲 20161220 工程造价

姜婉娟 20162911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申俊辉 20160693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杨志祥 20163987 工程造价

吴三才 20160077 工程造价

长江职业学院2019届毕业生申请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校审结果公示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促进困难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创
业，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鄂政发〔2017〕46号）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武政规〔2018〕31号）文件精神，学校发布
了2019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公告，截止今日，符合申请一次性求职创
业补贴条件的毕业生共计272人。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9年1月
7日—1月11日。



李维维 20163641 工程造价

朱俊浩 20162767 计算机网络技术

姜帆 20160421 软件技术1601

夏晶洁 20163083 中药生产与加工

张秋芬 20160898 中药生产与加工

徐伶俐 20161318 药品生产技术

唐亚丽 20161639 药品生产技术

李明玉 20163782 药品生产技术

杜荣 20162978 食品质量与安全

方浩 20161509 药品经营与管理

乐意 20163235 药品经营与管理

彭清 20175040 药品生产技术

王钰 20175019 药品生产技术

沈莎 20161023 会计

付欢 20162598 会计

方洁 20162061 会计

段慧 20161877 会计

汤楷 20160912 会计

黎瞳 20161654 会计

陈婷 20160359 会计

刘菲菲 20163407 会计

王慧雯 20160666 会计

方甜 20162041 会计

叶润霞 20160860 会计

李阳 20164370 16互联网金融

徐志杰 20161367 16互联网金融

金丹丹 20162794 注会1606

李凤至 20162842 注会1606

沈红 20164255 16投资理财

刘莎莎 20161973 会计电算化

何倩 20161210 旅游管理

王佩 20162181 旅游管理

何宝丽 20164329 人力资源管理

宋静 20160661 会计电算化

曹瑞瑛 20164362 财务管理

朱锐林 20160366 会计电算化

胡莲 20161567 会计电算化

郝楼 20162802 物流管理

王玉霜 20161963 物流管理

刘亚丽 20161265 物流管理



陈洪婷 20164400 物流管理

雷念 20160763 电子商务

徐聪 20162449 物流管理

张庆 20160924 商务英语

杨蓉 20164105 商务英语

吴思情 20163933 商务英语

吴思棋 20163220 商务英语

王文秀 20161310 商务英语

吕苗 20163254 电子商务

黄慧玲 20160855 商务英语

蔡婷 20161475 电子商务

李慧 20164209 市场营销

徐佳 20163898 市场营销

郭婉婉 20160955 市场营销

伍世能 20161052 电子商务

付慧琴 20163237 市场营销

夏莹 20161038 电子商务

向杨洲 20163728 市场营销

徐玮 20164336 市场营销

李博宁 20161922 市场营销

李乾 20163183 市场营销

明聪 20163329 市场营销

柯风雨 20164204 电子商务

王欣 20163180 电子商务

董瑛 20160717 电子商务

黄帆 20161182 电子商务

金泉 20163867 电子商务

刘继宝 20163007 电子商务

王锦慧 20162568 动漫设计

杨  璐 20160014 广告设计与制作

范  涛 20163009 广告设计与制作

王  鹏 20162060 游戏设计

张青玲 20161226 广告设计与制作

刘  琴 20162011 广告设计与制作

朋优优 20161007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李  辰 20162239 动漫设计

部绍全 20160805 动漫设计

柯亚莲 20161292 动漫设计

桂子珺 20161136 游戏设计

谢琪林 20160326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涂诗言 20162120 摄影摄像

黄胜蓝 20162516 服装设计与工艺

吴玲霞 20161616 表演艺术

任秀平 20161647 表演艺术

严红霞 20161106 网络新闻与传播

石丽 20160558 表演艺术

龚垚 20160505 播音与主持

程澄 20161219 物联网应用技术

李铭 2016118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汪振 2016322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胡洲 2016404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胡露 20160448 物联网应用技术

肖六英 20161033 物联网应用技术

明巧玲 20160453 物联网应用技术

熊隆昌 20162959 物联网应用技术

杜畅 20163119 电气自动化

毛第先 20161186 工业机器人

沈城 20163877 新能源汽车技术

徐进超 20164246 机电一体化

李文锋 20164247 机电一体化

刘茜宇 20161606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张勇 20164249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闵寅 2016083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华雅虎 20161458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吕茜 20162618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李文慧 20162493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徐鸿烈 20162546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韩泥丽 20160433 计算机应用技术

张健 20164292 计算机应用技术

乐金金 20161970 计算机应用技术

周欢 20164138 计算机应用技术

李耀桦 20164133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许虹虹 20163270 软件技术1601

杨昆 20163511 软件技术1602

闫谊琦 20162931 软件技术1601

李杰 20163681 计算机网络技术1603

王杰 20162550 软件技术1601

赵浩鹏 20163364 软件技术1601

方松 20163377 软件技术

曹辉 20162252 软件技术



王聪 20162261 计算机应用技术

严旺平 20162760 软件技术

刘攀 20162116 软件技术

周敏 20160407 药品生物技术

何友成 20161393 中药生产与加工

赵爽 20162772 药品生产技术

伊正 20162821 药品质量与安全

刘晗薇 20163456 药品质量与安全

温露露 20163381 药品质量与安全

艾欢 20162623 药品质量与安全

张又升 20160475 药品质量与安全

谢爽 20175033 药品经营与管理

张亚铃 20161613 会计

蔡丽萍 20160386 会计

郑险婷 20160382 会计

向光霞 20163219 会计

贾梨 20163322 会计

陈彩玉 20160455 会计

王琳 20160351 会计

占梦 20161395 会计

梅晓丽 20162958 会计

冉启骁 20160837 会计

刘金玉 20161235 会计

李子兰 20163053 16互联网金融

马杭 20163914 16互联网金融

杨威 20162489 16互联网金融

叶文清 20160352 注会1606

徐潇琴 20160816 注会1606

师陆琪 20160423 会计电算化

杨腾 20164382 财务管理

胡西 20161799 财务管理

余倩 20160399 会计电算化

易爽 20164071 财务管理

田莹慧 20163473 旅游管理

郭智 20161214 人力资源管理

张紫燕 20160491 旅游管理

叶圣兰 20162926 工商企业管理

张佳玲 20162389 物流管理

方芳 20163173 物流管理

姚诗洁 20163934 电子商务



余江颖 20164228 电子商务

宋文明 20142724 物流管理

陈栋 20161258 物流管理

颜涵 20161778 电子商务

杨莉娟 20160790 物流管理

许昭 20161882 物流管理

向广 20164112 市场营销

赵雁飞 20162788 市场营销

李香兰 20161199 电子商务

严梦玲 20161271 电子商务

董倩 20162823 电子商务

丁钰 20161123 电子商务

汪华 20163939 电子商务

徐迪浪 20160342 动漫设计

崔文秀 20160737 广告设计与制作

覃柳慧 20160618 广告设计与制作

周鑫 20161229 广告设计与制作

何慧娟 20160799 广告设计与制作

杨玉垠 20160384 广告设计与制作

刘灿 20163077 广告设计与制作

杨秋萍 20160593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姚晗 20163393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段洁 20160793 表演艺术

宋国楚 2016275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赵伟东 20162184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张煜杰 20163213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孙雄 20164305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刘世佳 2016151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汪良 2016378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李根 20162149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方继荣 2016234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文孝贵 20160951 汽车营销与服务

黄亚飞 20162787 物联网应用技术

周正晗 20160404 物联网应用技术

张水平 20160497 物联网应用技术

付伟 20164349 物联网应用技术

李美琦 20164297 汽车电子技术

周豪 20161981 新能源汽车技术

赵娜 20164168 新能源汽车技术

向超 20164110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王盼盼 2016299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赵金 20163840 机电一体化

王鑫 20163402 机电一体化

周杨 20163649 机电一体化

梅伟亮 20162655 机电一体化

王成龙 20160218 工程造价

周杨 20162908 环境艺术设计

刘万和 20164309 环境艺术设计

张哲彬 20162647 风景园林

夏锰 20161890 风景园林

任宇 20160632 环境艺术设计

谭杰洪 20161935 环境艺术设计

陈娟 20163875 环境艺术设计

杨杰 20164265 环境艺术设计

余志晨 20160114 建筑工程技术

陈钰 20161415 建筑工程技术

舒化朋 20162000 建筑工程技术

李晓华 20163017 建筑工程技术

查青胜 20161463 建筑工程技术

和志龙 20164418 建筑工程技术

徐明兴 20164402 建筑工程技术

李警伟 20163630 建筑工程技术

厉长威 20160394 软件技术

章怡琴 20161178 计算机网络技术1603

吴吉 20161157 计算机应用

杨上科 20160506 软件技术

李炀炀 20160998 移动应用开发

赵准 20161003 移动应用开发

余鑫淼 20161120 移动应用开发

邓志勇 20161713 软件技术

杨成 20163665 软件技术

陈娜 20163636 计算机应用技术

许雪清 20161929 计算机应用技术

袁功奎 20160517 软件技术

付涛 20164153 计算机应用技术

任铭 20162796 软件技术

徐炎新 20163764 软件技术

宁敏 20163392 软件技术

杨雯 20162153 财务管理

兰辛 20160173 广告设计与制作



黎根 20164218 计算机网络技术1602

刘筱雨 20163165 动漫设计

长江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2019年1月7日

    公示期间，对公示名单有异议者，请在公示期间通过书面或电话形式向学校纪检监察处
（87174585）、招生与就业指导处（87170347）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