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情况公示

根据《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人社函

〔2015〕1859号）文件精神，经个人申请，学校初审，拟推荐下列 123名同学

享受 2018 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现予以公示。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学院

1 张凤灵 不动产学院

2 李南星 不动产学院

3 周超群 法律与行政学院

4 邓雪娇 法律与行政学院

5 阮美熙 法律与行政学院

6 朱倩敏 法律与行政学院

7 谢春婵 法律与行政学院

8 雍号 法律与行政学院

9 林晓玲 法律与行政学院

10 张宇倩 法律与行政学院

11 牛治文 法律与行政学院

12 莫志豪 法律与行政学院

13 谢君欣 法律与行政学院

14 蔡艳媚 法律与行政学院

15 谭越华 法律与行政学院

16 范志成 法律与行政学院

17 杨以清 工程技术学院

18 詹郝敏 工程技术学院

19 直璐瑶 工程技术学院

20 董玉珊 工程技术学院

21 张帅 工程技术学院

22 王云燕 工程技术学院

23 黄晓婷 管理学院

24 刘丽欢 管理学院

25 黄展鹏 管理学院

26 万燕英 国际商学部

27 莫嘉雯 国际商学部

28 李佩瑾 国际商学部

29 曾琦晶 国际商学部

30 张琦 国际商学部

31 陶鹏鹏 国际商学部



32 卿宇涵 国际商学部

33 李澍镳 国际商学部

34 周华玥 国际商学部

35 张鹏辉 国际商学部

36 丁芸 国际商学部

37 张明芬 教育学院

38 黎永琴 教育学院

39 欧阳晓杰 教育学院

40 刘月梅 教育学院

41 廖炎梅 教育学院

42 黄晓冬 教育学院

43 卢艳婷 教育学院

44 张玉花 教育学院

45 刘秋锦 教育学院

46 韩明哲 教育学院

47 金键 教育学院

48 黄菲涵 教育学院

49 张鹏燕 教育学院

50 黄康敏 教育学院

51 周丽红 教育学院

52 刘睿 教育学院

53 张凯舒 教育学院

54 李宗瑛 设计学院

55 叶宏捷 设计学院

56 叶晓凤 设计学院

57 肖航 设计学院

58 李萍 设计学院

59 刘九发 设计学院

60 郑艳红 设计学院

61 由雯旭 设计学院

62 贾博元 设计学院

63 陈伟宁 设计学院

64 张旭东 设计学院

65 胡凯平 设计学院

66 王文苗 设计学院

67 陈坤满 设计学院

68 高致仪 设计学院

69 何海湄 设计学院

70 孙俣琦 设计学院



71 刘伊娜 设计学院

72 梁茵然 设计学院

73 王健凯 特许经营学院

74 文锦娣 特许经营学院

75 潘泳芯 特许经营学院

76 朱煜尧 特许经营学院

77 陈素怡 特许经营学院

78 林晓佳 特许经营学院

79 黄辉永 特许经营学院

80 梁贞 特许经营学院

81 李志杰 特许经营学院

82 张晓群 外国语学院

83 曾丽英 文学院

84 邵嘉琦 文学院

85 朱晓媚 文学院

86 罗晓敏 文学院

87 谢木青 文学院

88 汤文洁 物流学院

89 胡小婷 物流学院

90 张雯雯 物流学院

91 韦俊宇 信息技术学院

92 周佳瑄 信息技术学院

93 李旭峰 信息技术学院

94 刘益君 信息技术学院

95 汪荣 信息技术学院

96 邓学文 信息技术学院

97 李庆生 信息技术学院

98 刘姿 艺术与传播学院

99 杜少权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0 于夕桐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1 李妞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2 邱实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3 汪滔滔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4 江欣怡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5 梁月云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6 叶雅慧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7 赛琪塔娜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8 李嘉玉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9 张媛媛 艺术与传播学院



110 田丽 应用数学学院

111 梁晓静 应用数学学院

112 任爽 应用数学学院

113 戴施蕾 应用数学学院

114 刘志立 应用数学学院

115 葛鑫 应用数学学院

116 许飞飞 应用数学学院

117 李鑫 应用数学学院

118 苏琳 应用数学学院

119 梁美甜 应用数学学院

120 文杰 应用数学学院

121 朱召熹 应用数学学院

122 吴迪 运动休闲学院

123 卢巧敏 运动休闲学院

公示时间：4月 3日—4月 10日。如有异议，请向学校招生就业处郑老师

（13809805976）反映。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招生就业处

2018年 4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