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2届未按时毕业学生其他课程补考名单

序号 学院 毕业时间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 任课老师

1 建筑 2021 设计1826 1899132635 张洁曼 设计色彩（一） 周欣欣

2 建筑 2021 设计1826 1699132310 李鸿彬 标志设计 张立华

3 建筑 2021 设计1826 1699132310 李鸿彬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李国斌

4 建筑 2021 测量1831 1808013141 陈宗林*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二） 胡静璇

5 建筑 2021 造价1807 1801350748 陈泽楷* 建筑材料 邓水波

6 建筑 2021 建工1820 1708081737 陶志龙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张吉祥

7 建筑 2021 室内1823 1801362353 牟雨昕* 居住空间设计 钟光华

8 建筑 2021 室内1823 1801362353 牟雨昕* 设计制图 卢海锋

9 建筑 2022 测量1932 1908013231 谢宇晨 控制测量 江金霞

10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02 蔡忠明 无人机摄影测量技术 杜科林

11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02 蔡忠明 双元制学习 王建强

12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02 蔡忠明 毕业综合实践 王建强

13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14 李振国 Auto cad 王建强

14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22 吴红平 数字地形测量 陈彩军

15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22 吴红平 控制测量 江金霞

16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25 徐晟翔 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 杜科林

17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26 鄢杨昆 数字地形测量 陈彩军

18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32 张洪鼎 双元制学习 王建强

19 建筑 2022 测量1933 1908013332 张洪鼎 毕业综合实践 王建强

20 建筑 2022 建工1921 1908082129 王榕毅 建筑结构实训 占陈文

21 建筑 2022 建工1921 1908082142 赵鑫旺 建筑识图与构造 刘泽刚

22 建筑 2022 建工1921 1908082142 赵鑫旺 建筑设备识图 余淑静

23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01 蔡乾宇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 应志成

24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02 陈潇 建筑力学 富春伟

25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15 留焕超 建筑力学 富春伟

26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20 潜俊充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一） 应志成

27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24 施纪喧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一） 应志成

28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24 施纪喧 建筑设备识图 余淑静

29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32 徐宏波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一） 应志成

30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32 徐宏波 施工阶段综合实训（二） 杨俊

31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32 徐宏波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实训 张吉祥

32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32 徐宏波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 应志成

33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32 徐宏波 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二） 吴飞

34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32 徐宏波 毕业综合实践 占陈文

35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45 朱渊凯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 应志成

36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46 蓝海洋* 双元制学习 占陈文

37 建筑 2022 建工1922 1908082246 蓝海洋* 毕业综合实践 占陈文

38 建筑 2022 造价1909 1901350901 陈嘉炜 建筑力学与结构 富春伟

39 建筑 2022 造价1909 1901350926 寿何锋 建筑力学与结构 富春伟

40 建筑 2022 造价1910 1901351023 吕彬 建筑力学与结构 富春伟



序号 学院 毕业时间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 任课老师

41 建筑 2022 造价1910 1801350843 吴羊科 AUTO CAD 富春伟

42 建筑 2022 造价1910 1801350843 吴羊科 造价概论 吴晓红

43 建筑 2022 造价1910 1801350843 吴羊科 建筑BIM基础建模 潘梁

44 建筑 2022 室内1925 1901362504 池梓源 建筑基础知识 黄建清

45 建筑 2022 室内1925 1901362506 邓绍朋 家具发展史 李国斌

46 建筑 2022 室内1925 1901362506 邓绍朋 建筑基础知识 黄建清

47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1362629 王俊 设计透视 金志平

48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1362629 王俊 建筑基础知识 黄建清

49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1362633 夏肇旺 设计制图实训 卢海锋

50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3191049 蓝天一 设计素描 吕磊

51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3191049 蓝天一 设计透视 金志平

52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3191049 蓝天一 设计色彩 吴剑梅

53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3191049 蓝天一 设计制图实训 卢海锋

54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3191049 蓝天一 设计制图 卢海锋

55 建筑 2022 室内1926 1909053926 李思悦 建筑基础知识 黄建清

56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03 陈拓 静物素描 叶桦

57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04 陈筱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一）
阙敏慧

58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04 陈筱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二）
阙敏慧

59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04 陈筱宇 毕业实习 徐成杰

60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15 李凯茵 计算机文化基础 郑利华

61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15 李凯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 胡静璇

62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24 罗旭川 头像素描 叶桦

63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24 罗旭川 毕业实习 徐成杰

64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34 王子豪 毕业实习 徐成杰

65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36 肖张标 计算机文化基础 郑利华

66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48 庄剑豪 计算机辅助设计Photoshop 张立华

67 建筑 2022
油画

（2+3）
1905

1901390548 庄剑豪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二）
阙敏慧

68 机电 2022
机电（中
德）1901

1903050116 钟一鸣 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 李军庆

69 机电 2022 机电1927 1903052720 钱王宇 电工技术 楼赣菲

70 机电 2022
汽车

（3+2）
2008

2003200801 张乐 汽车电子控制实训 叶战波

71 机电 2022 汽车1910 1903191009 牛虹霖 应用高等数学（理）（一） 严小宝`

72 机电 2022 汽车1910 1903191009 牛虹霖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叶战波

73 机电 2022 汽车1910 1903191009 牛虹霖 电工电子技术实训 叶战波

74 机电 2022 汽车1910 1903191009 牛虹霖 市场营销基础 杨俐

75 机电 2022 汽车1910 1903191009 牛虹霖 机械制图 龙峰



序号 学院 毕业时间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 任课老师

76 机电 2022
数控（五）

2014
2003241472 柳华俊 毕业论文 周乐峰

77 机电 2022
数控（中德
五）2001

2003241445 项万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一）
柯水云

78 机电 2022
数控（中德
五）2001

2003241447 吴斌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一）
柯水云

79 机电 2022 数控1923 1703072029 冉欧 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 周乐峰

80 机电 2022 数控1923 1703072029 冉欧 数控加工与编程（一） 杨小华

81 机电 2022 数控1923 1703072029 冉欧 机械CAD/CAM应用（一） 周乐峰

82 机电 2022 数控1923 1903072314 胡海洋 机械制图 林涛

83 机电 2022 数控1923 1903072334 汪伟龙 机械制图 林涛

84 机电 2021
机电

(五)1903
1903230304 吴昊 工业网络控制技术 童光耀

85 机电 2021
机电

(五)1903
1903230340 翁永昶 机电产品三维设计 叶宏伟

86 机电 2021 机电1826 1603052349 翁志文 工程制图与CAD(一） 叶宏伟

87 机电 2021 汽车1809 1803190902 柴佳浩 汽车性能与使用技术 耿晴海

88 机电 2021 汽车1809 1803190902 柴佳浩 汽车维护与保养实训 耿晴海

89 机电 2021 汽车1809 1803190902 柴佳浩 汽车电气设备 叶战波

90 工商 2022 营销
(3+2)2010 2002141040 项德彪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一）
阙敏慧

91 工商 2022 大数据1901 1905150143 张昌宋 大数据可视化技术 张莉

92 工商 2022 大数据1901 1905150143 张昌宋 计算机数学基础 郑利华

93 工商 2022 大数据1901 1905150143 张昌宋 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 韩建林

94 工商 2022 网络1924 1903092408 陈立 网络技术基础 季光献

95 工商 2022 文秘1939 1909053917 黄迦南 薪酬与绩效管理 钟剑峰

96 工商 2022 文秘1939 1909053917 黄迦南 秘书技能实训 周慧

97 工商 2022 营销1938 1902023836 朱泽良 市场营销基础 夏凤

98 工商 2022 营销1939 1902023931 徐鹏淇 经济学基础 徐成钢

99 工商 2021 网络1822 1803092213 包秉杰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一）

柯水云

100 工商 2021 营销
(3+2)1909

1902140905 陈凯 销售管理 夏凤

101 林业 2021 食检1813 1801101345 卓晨浩 食品营养与卫生 张鑫燕

102 林业 2021 食检1814 1601380140 吴俊杰 食品营养与卫生 张鑫燕

103 林业 2021 食检1814 1801101432 方敬杰 无机及分析化学 施林妹

104 林业 2021 食检1814 1801101432 方敬杰 食品微生物检验技术 王东明

105 林业 2021 食检1814 1801101432 方敬杰 食品理化检验 施林妹

106 林业 2021 食检1814 1801101432 方敬杰 食品质量管理 应俊辉

107 林业 2022 食检
（3+2）
2005

2001140524 吴通境 食品加工技术 洪毅

108 林业 2022 食检1915 1901101551 王雷 环境生物技术 应俊辉

109 林业 2022 食检1915 1901101551 王雷 茶叶加工技术 叶柳欣

110 林业 2022 园工1933 1901013332 雷力 园林工程设计（一） 胡秀萍

111 林业 2022 园林1922 1801062119 杨小林 园林制图 杨润



序号 学院 毕业时间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 任课老师

112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01 陈梓兴 观赏植物分类与识别综合实训 潘温文

113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02 程马磊 植物形态与分类 潘温文

114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03 冯子健 三三制一 刘术新

115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08 卢成铄 植物生理 陈伟祥

116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14 韦祎凡 植物形态与分类 潘温文

117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14 韦祎凡 植物生理 陈伟祥

118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14 韦祎凡 果树生产技术二 王英珍

119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14 韦祎凡 设计初步 刘涵煜

120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18 杨佳辉 观赏植物分类与识别综合实训 潘温文

121 林业 2022 园艺1919 1901051918 杨佳辉 植物形态与分类 潘温文

122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生产劳动一 刘卓香

123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高职英语一 林健

124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专业认知教育 刘术新

125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植物组织培养 李汉美

126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植物形态与分类 潘温文

127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植物生理 陈伟祥

128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观赏植物分类与识别综合实训 潘温文

129 林业 2022 园艺1920 1901052239 杨煜琳 专业认知教育 刘术新

130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专业认知教育 张欣伟

131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生产劳动（一） 刘卓香

132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高职英语 杜晓芬

133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生产劳动（二） 刘卓香

134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生产劳动（三） 刘卓香

135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生产劳动（四） 刘卓香

136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军事技能 申请免修

137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种苗培育实训 潘温文

138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森林经营与管理实训 吴林森

139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林业生产综合实训（一） 潘温文

140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林业有害生物控制技术 付春伶

141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林政管理与执法 吴林森

142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吴林森

143 林业 2022 林业1917 1701081338 张云斌 林业信息管理工程 柴红玲

144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园艺植物实训 邱东萍

145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二） 王昔民

146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蔬菜生产技术(一) 李汉美

147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果树生产技术（一） 王英珍

148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园艺设施 王英珍

149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就业指导 蔡佩珍

150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大学生心理健康 丁茂芬

151 林业 2021 园艺1818 1701400140 严立业 毕业实习 王英珍

152 会计 2022 理财1915 1904021503 曹龙杰 税法 舒岳

153 会计 2022 理财1915 1904021516 林滋祥 税法 舒岳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扩招班



序号 学院 毕业时间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 任课老师

154 会计 2022 理财1915 1904021531 王涛 税法 舒岳

155 会计 2022 理财1915 1904021552 周柳婕 证券投资实务 朱祖友

156 会计 2022 理财1915 1904021552 周柳婕 会计信息化 王剑盛

157 会计 2022 会计1997 1904049705 陈绍龙 成本核算与管理 顾爱春

158 会计 2022 会计1997 1904049714 范燕霞 会计信息化(一） 顾爱春

159 会计 2022 会计1997 1904049739 翁涛涛 管理会计 张诚航

160 会计 2022 会计1997 1904049739 翁涛涛 图片处理与视频编辑 王竹泉

161 会计 2022 会计1997 1904049752 郑治烜 经济法（二） 李邦帅

162 会计 2022 会计1997 1904049752 郑治烜 管理会计 张诚航

163 会计 2022 会计1996 1904049637 童天恩 会计信息化(一） 杜梦仪

164 会计 2022 会计1996 1904049640 吴丹元 会计信息化(一） 杜梦仪

165 会计 2022 会计1996 1904049640 吴丹元 经济法（一） 李邦帅

166 会计 2022 会计1996 1904049640 吴丹元 经济法（二） 李邦帅

167 会计 2022 会计1996 1904049640 吴丹元 财务会计（一） 施海丽

168 会计 2022 会计1995 1904049522 李晓莹 管理会计 张诚航

169 会计 2022 会计1994 1904039427 谢安池 审计 丁继红

170 会计 2022 会计1993 1904039331 杨毅 会计信息化(一） 杜梦仪

171 会计 2022 会计1992 1904039211 胡晓幸 财务管理 季光伟

172 会计 2022 会计1992 1904039240 章冰冰 财务管理 季光伟

173 会计 2022 会计1992 1904049809 雷刘凯 财务管理 季光伟

174 会计 2022 会计1992 1904049809 雷刘凯 会计信息化(一） 杜梦仪

175 会计 2022 会计1992 1904049809 雷刘凯 税务会计 詹奕辰

176 会计 2022 会计1992 1904049821 奚柳依 财务管理 季光伟

177 会计 2022 会计1992 1904049821 奚柳依 税务会计 詹奕辰

178 会计 2021 会计1886 1804038624 潘文颖 成本核算与管理 顾爱春

179 会计 2021 会计1886 1804038615 蓝杰 成本核算与管理 顾爱春

180 会计 2021 会计1886 1804038615 蓝杰 会计信息化（一） 王剑盛

181 会计 2021 会计1886 1804038654 朱世超 成本核算与管理 顾爱春

182 会计 2021 会计1886 1804038654 朱世超 会计信息化（一） 王剑盛

183 会计 2021 会计1886 1804038630 王昊 成本核算与管理 顾爱春

184 会计 2021 会计
(3+2)1902

1904160236 朱威羽 会计信息化（二） 王剑盛

185 会计 2021 会计
(3+2)1902

1904160228 吴梓扬 财务管理 舒岳

186 会计 2021 会计
(3+2)1902

1904160228 吴梓扬 会计信息化（二） 王剑盛

187 旅贸 2021 旅游
(3+2)1913

1906051345 朱海豪  旅游产品策划与营销 韦炜

188 旅贸 2021 旅游
(3+2)1913

1906051345 朱海豪 旅游产品策划与营销实训 韦炜

189 旅贸 2021 旅游
(3+2)1913

1906051415 戴小哲 旅游电子商务 吴保刚

190 旅贸 2021 国贸1836 1802083605 项国豪 出口业务操作 王丽丽

191 旅贸 2021 国贸1837 1802083744 郑铭* 外贸函电 麻伟亮

192 旅贸 2021 国贸1837 1802083744 郑铭* 出口业务操作 王丽丽



序号 学院 毕业时间 班级 学号 姓名 课程 任课老师

193 旅贸 2021 旅游1830 1708012803 蓝翊嘉 乡村旅游经营管理 吴保刚

194 旅贸 2021 旅游1830 1708012803 蓝翊嘉 Photoshop应用 张立华

195 旅贸 2021 社体1821 1806012114 张仁仁 健美操（一） 徐杰

196 旅贸 2022 国贸1938 1902083820 李月洁 综合英语（一） 张月珍

197 旅贸 2022 国贸1938 1902083820 李月洁 英语口语（一） 外教

198 旅贸 2022 国贸1938 1902083842 袁阿龙 国际贸易认知 钱君英

199 旅贸 2022 国贸1939 1902083932 王龙俊 英语口语（一） 外教

200 旅贸 2022 英语1933 1902103329 缪红娜 商务英语写作（一） 张丽芳

201 旅贸 2022 英语1933 1902103334 童柯程 商务英语写作（一） 张丽芳

202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1 孙鹤铭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 周玲俐

203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1 孙鹤铭 中国旅游地理 李田

204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1 孙鹤铭 旅行管家业务（一） 倪慧丽

205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1 孙鹤铭 饭店实务（一） 麻桃红

206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1 孙鹤铭 职业素养实训 吴保刚

207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2 朱勇华  大学语文 吴洁菲

208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2 朱勇华 高职英语（一） 扈守华

209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2 朱勇华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 周玲俐

210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2 朱勇华 中国旅游地理 李田

211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2 朱勇华 旅行管家业务（一） 倪慧丽

212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2 朱勇华 饭店实务（一） 麻桃红

213 旅贸 2022 旅游1931 1902033202 朱勇华 职业素养实训 吴保刚

214 旅贸 2022 社体1923 1906012323 袁江濠 运动解剖学 王慧霞

215 旅贸 2022 社体1924 1706012060 程伟俊  民族民间体育 王军

216 旅贸 2022 社体1924 1906012414 梁境伟 运动技能训练（三） 王慧霞

217 旅贸 2022 音乐1928 1907042823 吴攀 形体舞蹈（二） 彭慧

218 旅贸 2022 音乐1928 1907042826 徐思婕  器乐（四） 廖家齐

219 旅贸 2022 旅游
（3+2）
2015

2006061526 朱尉琴
饭店实务（一）（前厅客房服务与管

理）
麻桃红

220 旅贸 2022 旅游
（3+2）
2015

2006061526 朱尉琴 酒店见习 韦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