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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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名同学

享受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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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路林 不动产学院

2 李宁 不动产学院

3 叶石影 不动产学院

4 张雨欣 不动产学院

5 韩雨峰 不动产学院

6 柯均平 不动产学院

7 任锐淇 不动产学院

8 王露 不动产学院

9 袁道春 不动产学院

10 田时娅 不动产学院

11 陈丰文 信息技术学院

12 王楠 信息技术学院

13 李赛 信息技术学院

14 苏健 信息技术学院

15 陆嘉豪 信息技术学院

16 陈观明 信息技术学院

17 董晔 信息技术学院

18 席家晨 信息技术学院

19 席首位 信息技术学院

20 张猛 信息技术学院

21 陈宝仁 信息技术学院

22 符贤望 信息技术学院

23 侯瑶 信息技术学院

24 王博 信息技术学院

25 魏堂钊 信息技术学院

26 何金徽 信息技术学院

27 吴双 国际商学部

28 刘子琳 国际商学部

29 彭小霞 国际商学部

30 王兰兰 国际商学部

31 肖娟 国际商学部



32 邢殊铭 国际商学部

33 罗倩 国际商学部

34 杨若铭 外国语学院

35 陈海欣 外国语学院

36 冯元 外国语学院

37 周丹丹 外国语学院

38 黄舒宜 外国语学院

39 王松洁 工程技术学院

40 王庄典 工程技术学院

41 陈卓仪 工程技术学院

42 何珊珊 工程技术学院

43 黄若妃 工程技术学院

44 齐先豪 工程技术学院

45 王淞 工程技术学院

46 肖新慧 工程技术学院

47 罗映 工程技术学院

48 王阿芳 工程技术学院

49 王慧慧 工程技术学院

50 张菊燕 应用数学学院

51 郑浩华 应用数学学院

52 张德华 应用数学学院

53 邓运云 应用数学学院

54 林嘉琪 应用数学学院

55 张静 教育学院

56 关超 教育学院

57 廖婕婕 教育学院

58 武静 教育学院

59 夏爱 教育学院

60 孙桂娟 教育学院

61 陈媛媛 文学院

62 郭宇 文学院

63 冷小艳 文学院

64 周睿 文学院

65 高亦卓 法律与行政学院

66 罗婧 法律与行政学院

67 周杰 法律与行政学院

68 许蕾 法律与行政学院

69 李博 法律与行政学院

70 王庆 法律与行政学院



71 陈郭慧聪 法律与行政学院

72 何慧敏 法律与行政学院

73 张帆帆 法律与行政学院

74 梁成成 物流学院

75 毕志文 物流学院

76 蒙秋玉 物流学院

77 王鑫帅 物流学院

78 王勇权 物流学院

79 田紫君 物流学院

80 张楚 物流学院

81 刘皓月 管理学院

82 张鑫哲 管理学院

83 张铃琴 管理学院

84 樊鹏飞 管理学院

85 黄莹莹 管理学院

86 黄森 管理学院

87 田传柱 管理学院

88 伍素华 管理学院

89 郭婧宇 管理学院

90 熊思源 管理学院

91 陈可意 管理学院

92 杨茹欣 艺术与传播学院

93 邓建萌 艺术与传播学院

94 吴特立 艺术与传播学院

95 梁好乐 艺术与传播学院

96 李娜 艺术与传播学院

97 刘畅 艺术与传播学院

98 马钰茹 艺术与传播学院

99 秦学文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0 任亚旭 艺术与传播学院

101 朱妍 设计学院

102 曹敬冉 设计学院

103 林家标 设计学院

104 任婕 设计学院

105 张艺帆 设计学院

106 符家侃 设计学院

107 陆叶 设计学院

108 魏遵燕 设计学院

109 杨春花 设计学院



110 黄诗程 设计学院

111 殷晓奕 设计学院

112 王思源 设计学院

113 陈红光 运动休闲学院

114 寇建帅 运动休闲学院

115 蒙晓华 运动休闲学院

116 王飞耀 运动休闲学院

117 王海富 运动休闲学院

118 王慧敏 运动休闲学院

119 伍文远 运动休闲学院

120 徐炜明 运动休闲学院

121 袁浩文 运动休闲学院

122 张森涯 运动休闲学院

123 张勇 运动休闲学院

124 钟秋发 运动休闲学院

125 周纪红 运动休闲学院

126 胡珊 运动休闲学院

公示时间：7月 3日—7月 7日。如有异议，请向学校招生就业处郑老师

（0756-3683843）反映。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招生就业处

2020年 7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