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学院 学院2020年毕业设计选题汇总表

统计人：伍瑛 统计时间：2020年8月10日

指导老师姓名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学生班级
杨彪 201705097120 马奥权 汽车1701
杨彪 201705097112 黄炜宁 汽车1701
孙彭城 201705097121 余智辉 汽车1701
龙英 201705097115 欧智智 汽车1701
龙英 201705097117 王琪 汽车1701
陈柱峰 201705097109 蒋志强 汽车1701
钟双红 201705097107 陈瑞 汽车1701
钟双红 201705097104 刘容 汽车1701
孙彭城 201705097108 彭智超 汽车1701
陈柱峰 201705097105 刘轩 汽车1701
杨彪 201705097116 文望华 汽车1701
陈柱峰 201705097102 田丽君 汽车1701
陈柱峰 201705097103 唐光泽 汽车1701
龙英 201705097119 杨鑫蔚 汽车1701
陈柱峰 201605097109 文超 汽车1601
钟双红 201550601017 赵涛 汽车1501
廖罗尔 201550201022 张帅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22 彭俊辉 物工1702
陈进军 201705095216 向朝阳 物工1702
陈进军 201705095209 周洲浩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26 谢涵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21 阳胜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20 付文杰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23 谢权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19 卢岳峰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24 张源 物工1702
杨新凤 201705095203 戴鑫 物工1702
陈进军 201705095210 白勇 物工1702
杨新凤 201705095202 文璨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17 周丽贤 物工1702
陈进军 201705095208 贺志强 物工1702
陈进军 201705095215 李梦瑶 物工1702
花开太 201705095218 成丹丹 物工1702
陈进军 201705095214 张有通 物工1702
舒晖 201705095110 孙文提 物工1701
杨新凤 201705095132 邬子杭 物工1701
史鸽飞 201705095121 苏雪 物工1701
舒晖 201705095106 喻星宇 物工1701
史鸽飞 201705095120 刘星材 物工1701
史鸽飞 201705095127 王祖荣 物工1701
舒晖 201705095112 孙志豪 物工1701
舒晖 201705095107 邹锂 物工1701
舒晖 201705095102 张澳 物工1701
史鸽飞 201705095125 杜洋 物工1701
史鸽飞 201705095126 邱杨 物工1701
廖罗尔 201705095111 梅人方 物工1701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工程学院 学院2020年毕业设计选题汇总表

统计时间：2020年8月10日

选题名称
丰田普拉多六一儿童节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本田思域国庆活动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长沙和信丰田4S店冬季体验日活动方案设计
一汽大众宝来团购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中升之宝4S店宝马3系自驾游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瑞气宝马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高尔夫嘉旅欢乐初夏嘉旅随行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雷克萨斯LS试乘试驾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长沙力天福特4s店元旦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吉利EV300高压无法上电故障诊断方案设计
星沙一汽大众4s店国庆节售后活动方案设计
湖南永通一汽大众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湖南申湘雪佛兰激情夏日活动方案设计
湖南仁孚4S店奔驰A级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唯我斯柯达4S店十周年庆营销方案设计
御洗坊汽车美容店“焕然一新迎新年”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长沙极速冷链公司出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基于SLP对湘潭电机分车间布局设计
长沙顺丰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规划
ZH公司的配送中心的选址及路线优化
育碧电器总仓库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中策集团建湖南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圆通快递长沙县网点运输路径规划设计
优速快递公司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比亚迪整车配送方案设计
常德地区农产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东鹏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扩建项目工期设计
常德顺丰物流配送中心配送路径优化
汽车库及引道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大广发物流公司新仓库规划设计
长沙永辉连锁超市配送路劲优化
湘繁物流长沙地区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长沙全友家居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乐白氏长沙分公司配送节点选址
某日化品配送中心布局设计
梨江分拨仓库项目工期设计优化
顺丰速运湘北东方红重货场地布局及流程优化设计
Y日化品公司配货作业仿真与优化
家家乐超市仓库装卸搬运方案设计
金山华联超市入库方案设计
某物流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建模仿真与优化
基于Flexsim的某变压器零件生产系统仿真与优化
湘阴至长沙大闸蟹运输方案设计
某手机企业仓库布局设计
湖南步步红超市仓储入库管理优化设计
安吉物流配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18 盛娟 物工1701
杨新凤 201705095129 贺银涛 物工1701
舒晖 201705095103 黄春 物工1701
舒晖 201705095115 黄江 物工1701
史鸽飞 201705095119 唐咸顺 物工1701
杨新凤 201705095128 黄安 物工1701
舒晖 201705095104 桂俊 物工1701
史鸽飞 201705095124 王智勇 物工1701
杨新凤 201705095130 张宏宇 物工1701
杨新凤 201705095131 劳泉森 物工1701
杨新凤 201150301024 贺飞 物工1402
杨新凤 201605095103 熊佳 物工1601
舒晖 201605095122 郭钞 物工1601
廖罗尔 201550701001 魏青 工程物流1701
史鸽飞 201705099126 毛逢缘 工程物流1701
夏江雪 201705099137 缪帆 工程物流1701
廖罗尔 201701110112 刘超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08 龚铂荣 工程物流1701
舒晖 201705099121 彭文广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15 陈建新 工程物流1701
夏江雪 201705099101 王瑶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11 刘家伟 工程物流1701
花开太 201705099122 汤炜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04 段文捷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13 徐刚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07 陈珂 工程物流1701
史鸽飞 201705099125 龚乐成 工程物流1701
杨新凤 201705099119 王芳 工程物流1701
丑振江 201705099134 王彩云 工程物流1701
廖罗尔 201701110117 卿前锋 工程物流1701
陈进军 201705099117 戴舒峰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06 张伟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12 陈伊 工程物流1701
舒晖 201705099120 肖汉凡 工程物流1701
丑振江 201705099130 张梦龙 工程物流1701
廖罗尔 201705099103 曹洁 工程物流1701
花开太 201705099123 罗贝佳 工程物流1701
廖罗尔 201705099102 罗凌霄 工程物流1701
丑振江 201705099133 吴叶菊 工程物流1701
史鸽飞 201705099124 陈志星 工程物流1701
丑振江 201705099128 黎苹 工程物流1701
陈进军 201705099116 袁远鹏 工程物流1701
廖罗尔 201702103240 罗俊 工程物流1701
丑振江 201705099127 贺雯宇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09 刘雨琦 工程物流1701
夏江雪 201705099136 麻丹 工程物流1701
丑振江 201705099131 张杰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10 向枫 工程物流1701
魏波 201705099114 彭涛 工程物流1701
范毅强 201705098116 何星博 电子(机器人)1701



A物流公司的物流网络优化设计
湖南乐马士周转仓库使用优化设计
某水果公司配送路径优化
长沙某公司药品配送路线优化
长沙旺德府顺丰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德邦公司配送中心工序优化设计
某日化品仓库分拣系统建模及仿真分析
W物流公司新物流中心的选址和规划设计
上海梅山运输有限公司铁矿石调运方案设计
正佳物流公司钢护筒运输方案设计
长沙科陆五金贸易公司生产车间库存优化设计
长沙星铭速递有限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某混凝土公司仓库选址设计
京东智能物流仓库规划与设计
卓为物流有限公司新建仓库布局规划设计
顺丰仓库优化方案设计
榔梨建工A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浏阳通城佳惠超市仓储方案设计
某连锁生鲜优选超市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长沙市小米之家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三湖镇茶树运输配送方案设计
木雕运输项目方案设计
中山福溢家具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
湖南运丰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优化设计
广西南宁桂岭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胶辊硫化罐运输方案设计
洗涤塔物流运输方案设计
长沙市舞蹈培训班项目可行性分析
山东临沂农产品运输方设计案
“牛扒驾到”西餐厅在供应链下的采购模式优化
苏宁电器仓库规划布局设计
湖南湘西猕猴桃种植基地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烨妮服装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中宁物流园区布局规划设计
四川某医药公司配送中心选址及路径规划
长沙市百果园水果配送中心布局规划方案设计
长沙海尔电器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百事通物流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邵阳市安能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程流优化
德邦中置轴货车引入及路径优化设计
波司登服装企业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方案设计
卷钢集装箱装载运输方案设计
郴州名汇城商场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鸿盛物流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沧州市万威有限公司仓库建设项目施工优化设计
兴盛优选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株洲天成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设计
长沙韵达快递分拨中心布局优化设计
湖南涛涛食品物流仓储管理设计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公交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8 王景松 电子(机器人)1701
范毅强 201705098115 肖楚格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25 彭文亮 电子(机器人)1701
卢灿 201705098121 杨柯 电子(机器人)1701
范毅强 201705098114 杨珂 电子(机器人)1701
卢灿 201705098120 肖志豪 电子(机器人)1701
卢灿 201705098119 肖芝颖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29 唐鸿杰 电子(机器人)1701
卢灿 201705098122 肖佳佳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24 卿前进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30 周文生 电子(机器人)1701
范毅强 201705098111 周澳 电子(机器人)1701
卢灿 201705098117 易博宇 电子(机器人)1701
范毅强 201705098113 张威 电子(机器人)1701
沈治国 201705098101 晏佳珍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27 陈湘阳 电子(机器人)1701
范毅强 201705098110 彭赢龙 电子(机器人)1701
范毅强 201705098112 胡堤 电子(机器人)1701
沈治国 201705098109 胡帅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26 颜璨学源 电子(机器人)1701
卢灿 201705098118 张山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28 朱文强 电子(机器人)1701
卢灿 201705098123 杜博文 电子(机器人)1701
沈治国 201705098106 朱沛仙 电子(机器人)1701
徐淑英 201705098131 刘忠全 电子(机器人)1701
沈治国 201705098107 徐月利 电子(机器人)1701
夏江雪 201705095213 肖国仁 冷链1701
廖罗尔 201705095105 李茜 冷链1701
夏江雪 201705095117 温高科 冷链1701
夏江雪 201701108218 蒋海凤 冷链1701
夏江雪 201701110132 唐磊 冷链1701
夏江雪 201705095109 范超 冷链1701
夏江雪 201705095116 向胤 冷链1701
夏江雪 201701108827 王明 冷链1701



电梯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汽车防撞系统
机器人喷涂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测温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温控系统
基于单片机电动自行车转速里程表的设计
基于51单片机的16×16LED点阵显示屏设计
水塔水位PLC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粮仓控制系统
机器人焊接系统设计与仿真
机器人焊接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农田坏境监测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的控制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冰箱系统设计
一种智能垃圾桶的设计
机器人搬运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汽车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壶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PLC的物料分拣控制系统设计
ABB机器人码垛控制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设计
PLC喷泉控制系统
家用可燃气体检测系统
一种智能风扇的设计
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设计
大棚自动检测系统设计
金华市综合性冷藏库制冷系统设计
吉恩冷链物流的配送模式优化设计
徐记海鲜水产品配送线路优化
嘉禾生鲜冷链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设计
红润超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设计
湖南臻和亦康公司优化库存设计方案
兴隆冷链公司配送方案优化
明德医药有限公司冷库验证方案设计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各专业2020年选题汇总表

统计人： 统计时间：



指导老师 职称 学号 姓名 学生班级 选题名称
201704123134龙梦婷 电商1701 /
201704123426龙鑫 电商1704 /
201704123511贺志雄 电商1705 /
201704123517肖芳芳 电商1705 /
201704123537周云霞 电商1705 /
201704123520张瑶 电商1705 /
201704123519雷慧琳 电商1705 /
201704123522乐敏丽 电商1705 /
201704123538刘聪慧 电商1705 /
201704123534周冬桂 电商1705 /
201704123529李喜媛 电商1705 /
201704123533李丽晨 电商1705 /
201704123508刘倩 电商1705 /
201704123527王晶 电商1705 /
201704122110李昕昊 计应(JAVA)1701/
201704122124李炫 计应(JAVA)1701/
201704122107谭今 计应(JAVA)1701/
201704122127刘雨箐 计应(JAVA)1701/
201704122232成祥亮 计应(JAVA)1702/
201704122212邓泽辉 计应(JAVA)1702/
201704122221卢英华 计应(JAVA)1702/
201704122240周瑛 计应(JAVA)1702/
201704122242孟茂莹 计应(JAVA)1702/
201704121133罗建安 计应(安卓)1703/
201701110208田菲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11王文康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09谭金雯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12黄紫玲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01余铸成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04严思繁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10刘莲莲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13王思娴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05吴思思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06何琼瑶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03唐文清 物管(商贸)1702/
201701110207杨婷 物管(商贸)1702/
201704126102夏秋林 物网(家居)1702/
201704126107盘铭峰 物网(家居)1702/
201704125106颜园园 物网(智物)1701/
201704125101黄利华 物网(智物)1701/
201704128125朱政任 移动1701 /
201704128120颜鹏 移动1701 /
201704128113苏朋 移动1701 /
201704128106渠俊羽 移动1701 /

 计数 44 44
卜蓓 201513202001蒋小涵 物管(企)1706湖南兴盛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5胡一凡 物管(企)1706本来生活华南物流中心拣选位库位优化
卜蓓 201701108645张新宇 物管(企)1706上海近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布局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44周呈 物管(企)1706京东超市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40王昱人 物管(企)1706盒马鲜生喜盈门店配送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27汪新鹏 物管(企)1706深圳都市物流公司香烟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9全宏卫 物管(企)1706圆通快递在星沙街道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8肖寒梅 物管(企)1706乐尔乐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0刘丽利 物管(企)1706长沙汇一城大润发水产品仓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卜蓓 201701108633熊智坚 物管(企)1706深圳大森林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库存方案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43赵谦 物管(企)1706深圳都市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41沈佳阳 物管(企)1706恒生超市仓储作业环节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6徐超伟 物管(企)1706长沙中通快递公司望城区分部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2朱丹 物管(企)1706亿万家湖南物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卜蓓 201701108626陈何乔 物管(企)1706湖南华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仓储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7贺芝 物管(企)1706天天快递长沙县分部出库流程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34黄琰 物管(企)1706中通快递道县分部快递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卜蓓 201701108629向俊 物管(企)1706顺丰速运溆浦县分部快递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卜蓓 计数 18 18
蔡丽玲 201701111308周瑶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通程电器星沙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9左灿 物管(电商物流)1703上海卡哇伊实业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7肖莎莎 物管(电商物流)1703广州珠海百佳超市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3肖子仪 物管(电商物流)1703湖南大加拿科技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4王海燕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市岳麓区沃尔玛超市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1范琛 物管(电商物流)1703湖南巨鲸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5卿雪梅 物管(电商物流)1703深圳市优泰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22胡庭 物管(电商物流)1703沃尔玛华南生鲜配送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6汪勇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市德顺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2吴耀军 物管(电商物流)1703顺心捷达番禺转运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7刘一霖 物管(电商物流)1703深圳奥力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库存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2徐佳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市芙蓉区家乐福超市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0孟紫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誉满天食品有限公司在库商品养护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8孙广 物管(电商物流)1703宁乡辰农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9肖艳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湘繁物流六十八站总部配载配装优化方案
蔡丽玲 201701111320邹溪鸿 物管(电商物流)1703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承运商考核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5刘佳博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望城区京东物流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3谢采燕 物管(电商物流)1703深圳市盐田区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4蒋振威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星沙顺丰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06李武雄 物管(电商物流)1703湖南宇鑫物流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11倪新强 物管(电商物流)1703湖南旭丰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201701111321龚锐 物管(电商物流)1703宁乡市圆通速递（宁乡服务部）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蔡丽玲 计数 22 22
曾恋之 201701116101张武 采购1701 长沙江城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水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曾恋之 201701116102杨双 采购1701 湖南恰果果农产品有限公司休闲食品供应商评估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曾恋之 201701116107刘文蔚 采购1701 长沙市海盛港加工城海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曾恋之 201701116103陈博文 采购1701 衡阳理昂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生物质燃料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曾恋之 计数 4 4
曾玉湘 201701112108欧阳子陵 物管(中德)1701中通快递衡阳珠晖中转站运营管理优化方案
曾玉湘 201701112111夏文婷 物管(中德)1701步步高邵阳武冈店仓入库管理优化方案
曾玉湘 201701112113杨紫清 物管(中德)1701邵阳加多宝配送管理优化方案
曾玉湘 201701112112文儒雅 物管(中德)1701湖南科平安防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曾玉湘 201701112109汤煜祺 物管(中德)1701湖南永州零陵北路顺丰营业点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曾玉湘 201701112107杨州 物管(中德)1701芙蓉兴盛湘西风雨湖店配送优化方案
曾玉湘 计数 6 6
陈瀚 201601108640肖力 物管(企)1707嘉里大通湖南分公司央广购物项目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陈瀚 201701108709王欢 物管(企)1707江西三志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陈瀚 201701108705熊胜九 物管(企)1707百果园水果超市望城分店仓储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陈瀚 201701108706刘云红 物管(企)1707长沙县良品铺子仓库优化方案
陈瀚 201701108702刘水林 物管(企)1707长沙中兴通讯仓库管理方案设计
陈瀚 201701108710陈方源 物管(企)1707长沙开福区宇鑫门店管理方案设计
陈瀚 201701108716姚熊 物管(企)1707长沙县中通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陈瀚 201701108713胡泽平 物管(企)1707央广购物仓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陈瀚 201701108707刘茵茵 物管(企)1707注市国美电器配送优化设计
陈瀚 201701108718刘勇 物管(企)1707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在库作业的优化设计
陈瀚 201701108717李巧 物管(企)1707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入库优化设计
陈瀚 201701108708肖署丽 物管(企)1707长沙菜鸟驿站有限公司服务商运营管理优化方案



陈瀚 201701108720谭星 物管(企)1707嘉荣超市麻涌星河城市广场店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陈瀚 201701108723杨杰 物管(企)1707长沙菜鸟驿站出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
陈瀚 201701108715黄泽武 物管(企)1707中铁五局一公司南昌地铁项目部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陈瀚 201701108714黄妍 物管(企)1707益阳芙蓉兴盛商贸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陈瀚 201701108712赵春艳 物管(企)1707长沙县邮政快递（EMS）分拨中心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陈瀚 201701108722邓晶方 物管(企)1707佳惠超市会同店体育用品库存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陈瀚 201701108703梁玉蓝 物管(企)1707长沙安能物流门店货物管理优化方案
陈瀚 201701108701罗志强 物管(企)1707湖南千惠商贸连锁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
陈瀚 201701108711黄昌义 物管(企)1707长沙中通门店货物管理优化方案
陈瀚 计数 21 21
陈进军 201705099117戴舒峰 工程物流1701苏宁电器仓库规划布局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9116袁远鹏 工程物流1701卷钢集装箱装载运输方案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5216向朝阳 物工1702 长沙顺丰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规划
陈进军 201705095209周洲浩 物工1702 ZH公司的配送中心的选址及路线优化

陈进军 201705095210白勇 物工1702 常德顺丰物流配送中心配送路径优化
陈进军 201705095208贺志强 物工1702 长沙永辉连锁超市配送路劲优化
陈进军 201705095215李梦瑶 物工1702 湘繁物流长沙地区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陈进军 201705095214张有通 物工1702 乐白氏长沙分公司配送节点选址
陈进军 计数 8 8
陈玉林 201704136105李贵 物信(大数据)1702基于SpringBoot的农产品管理系统设计
陈玉林 201704136113唐林辉 物信(大数据)1702基于Android“农村蜂巢”APP方案设计
陈玉林 201704119120刘浩 物信1701 基于Android“花儿校园”APP方案设计
陈玉林 201704119115周纯琳 物信1701 基于Android阳光物业APP方案设计
陈玉林 201704119131胡唐玲 物信1701 校园疫情防控APP方案设计
陈玉林 201704119123陈中明 物信1701 “易校园”校园场地管理app方案设计

陈玉林 计数 6 6
陈柱峰 201705097109蒋志强 汽车1701 长沙瑞气宝马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705097105刘轩 汽车1701 吉利EV300高压无法上电故障诊断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705097102田丽君 汽车1701 湖南永通一汽大众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705097103唐光泽 汽车1701 湖南申湘雪佛兰激情夏日活动方案设计
陈柱峰 201605097109文超 汽车1601 唯我斯柯达4S店十周年庆营销方案设计
陈柱峰 计数 5 5
丑振江 201705099134王彩云 工程物流1701山东临沂农产品运输方设计案
丑振江 201705099130张梦龙 工程物流1701四川某医药公司配送中心选址及路径规划
丑振江 201705099133吴叶菊 工程物流1701邵阳市安能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程流优化
丑振江 201705099128黎苹 工程物流1701波司登服装企业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方案设计
丑振江 201705099127贺雯宇 工程物流1701衡阳鸿盛物流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丑振江 201705099131张杰 工程物流1701株洲天成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设计
丑振江 计数 6 6
戴丽娟 201702100119周耀铭 空乘1701 海航天羽乘务员礼仪培训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12邓亚威 空乘1701 南岳机场中秋节主题活动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23刘永红 空乘1701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无陪儿童服务流程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22王丽金 空乘1701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孕妇安检流程优化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21杨侃 空乘1701 深圳航空元宵节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18高少琛 空乘1701 东方航空MU362次航班迪士尼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14熊丹 空乘1701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安检员入职培训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15雷松磊 空乘1701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广播服务用语优化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20罗裕方 空乘1701 长沙黄花机场新冠疫情期间安检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13郭志璇 空乘1701 海口美兰机场儿童节主题活动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16赵一婷 空乘1701 上海浦东机场客服入职培训方案
戴丽娟 201702100117王婷婷 空乘1701 中国国航贵宾休息室服务流程优化方案
戴丽娟 计数 12 12
邓红霞 201701110101邓淼 物管(商贸)1701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仓储优化方案
邓红霞 201701110106李珊 物管(商贸)1701肯德基漓湘路店宅急送配送优化方案
邓红霞 201701110104王玙璠 物管(商贸)1701湘潭市金阳城冷链物流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邓红霞 201701110116李佳军 物管(商贸)1701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邓红霞 201701110105刘敏 物管(商贸)1701圆通速递湖南分公司物流包装优化设计方案
邓红霞 201701110107吴飞跃 物管(商贸)1701平江县兴盛优选末端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邓红霞 201701110108蒋雯羽 物管(商贸)1701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邓红霞 201701110102马泽滢 物管(商贸)1701湖南驰诚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邓红霞 201701110109王青 物管(商贸)1701湖南益阳市南县地区兴盛优选城乡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邓红霞 201701110115蔡佳玲 物管(商贸)1701娄底市安信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邓红霞 201701110113郭政魁 物管(商贸)1701南京远方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
邓红霞 201701110114段绍祈 物管(商贸)1701长沙顺丰速运公司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邓红霞 201701110110何京美 物管(商贸)1701广州市盛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
邓红霞 201701110118龙凤花 物管(商贸)1701株洲飞速仓储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邓红霞 计数 14 14
邓佳燕 201704123109游启宇 电商1701 “霏凡男装”淘宝店双12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邓佳燕 201704123124秦宇 电商1701 &quot;甜蜜工坊“微信推广方案设计

邓佳燕 201704123135肖祥 电商1701 “朗逸时尚男装”618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邓佳燕 201704122243肖荣琪 电商1701 “舒菲娅化妆品”618年中大促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邓佳燕 201704123108李君 电商1701 “缤购旗舰店”双十二大促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邓佳燕 201704123229邓超 电商1702 “阿超潮牌”个人微信号微商营销推广方案

邓佳燕 201704123318罗畅 电商1703 “人人书店”微信公众号的建设与运营推广

邓佳燕 计数 7 7
邓攀 201701111226刘弘浩 物管(电商物流)1702顺丰长沙县分拨中心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34聂曦薇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喜盈门盒马鲜生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7周任帆 物管(电商物流)1702靖港镇秋丰电器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邓攀 201701111230刘杨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苏宁电器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2周伊人 物管(电商物流)1702嘉兴市中通快递（平湖乍浦营业部）派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9邓伟峰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源洪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0杨灵慧 物管(电商物流)1702湖北良品铺子华中物流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3熊馨雨 物管(电商物流)1702申通快递长沙学院网点运营管理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32蔡杰 物管(电商物流)1702每日优鲜深圳南山科苑店配送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31陈欣怡 物管(电商物流)1702安信物流娄底转运站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35袁怡婷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星通物流公司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4邹家乐 物管(电商物流)1702衡缘物流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36盛嘉琪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市卜蜂莲花星沙店仓库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19李冰莹 物管(电商物流)1702中通快递长沙市岳麓营业部派件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8李可 物管(电商物流)1702益阳市金凤路中通快递网点派件作业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5戴倩 物管(电商物流)1702邮政快递湖南现代物流学院网点派件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33向东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乾龙快运转运中心车辆调度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11221李欢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县百世快递（灰埠店）派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邓攀 201701108215陈莹 物管(企)1702长沙德邦物流星沙分拣中心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08213李泽宇 物管(企)1702云通物流长沙县生鲜冷链配送优化设计
邓攀 201701108216孙旺 物管(企)1702浩通国际物流（湖南）仓库存储优化设计方案
邓攀 201701108214何雪寒 物管(企)1702万家丽步步高生活超市仓库布局优化方案
邓攀 计数 22 22
邓群飞 201703130121王志贤 国贸1701 深圳创世进出口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
邓群飞 201703130122肖艳平 国贸1701 武威银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邓群飞 201703130127肖垚 国贸1701 深圳昂立昇科技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邓群飞 201703130129杨巧玉 国贸1701 红思齐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邓群飞 201703130123刘深 国贸1701 智创形电子商务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设计
邓群飞 201703130119蒋吉平 国贸1701 温州鹿城南方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邓群飞 201703130120唐沅江 国贸1701 长沙科迈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邓群飞 计数 7 7
杜丽茶 201701112121尹佳怡 物管(中德)1701长沙锦绣物流生鲜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杜丽茶 201701112117董咏怡 物管(中德)1701珊珊连锁超市物流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杜丽茶 201701112123刘歆若 物管(中德)1701H&M苏州仓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杜丽茶 201701112122芦顺帆 物管(中德)1701全洲医药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杜丽茶 201701112125高雨旸 物管(中德)1701富日物流乔下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杜丽茶 201701112118梅盛 物管(中德)1701菜鸟驿站取件与发件服务优化设计方案



杜丽茶 201701112115宋河川 物管(中德)1701星沙加多宝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杜丽茶 201701112119王泽群 物管(中德)1701长沙长沙京东仓配送系统优化设计方案
杜丽茶 201701112120蒋淳 物管(中德)1701广州奇峰塑料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杜丽茶 计数 9 9
段圣贤 201701108203胡明阳 物管(企)1702伊利奶制品库存优化设计方案
段圣贤 201701108208迟晶 物管(企)1702邢台翼厚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06高正阳 物管(企)1702安吉物流整车运输质量优化方案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12赵逸安 物管(企)1702红星冷链生鲜肉制品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05欧贝林 物管(企)1702宁乡乐马士收派件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04刘振 物管(企)1702湖南邦太物流有限公司货物配送优化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07刘根深 物管(企)1702平江金尔嘉商贸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02石小玉 物管(企)1702华府小区菜鸟驿站的快递业务流程优化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10李照妍 物管(企)1702彭山红旗连锁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段圣贤 201701108209张福军 物管(企)1702兰州天旭物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段圣贤 计数 10 10
范毅强 201705098116何星博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公交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5肖楚格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汽车防撞系统
范毅强 201705098114杨珂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温控系统
范毅强 201705098111周澳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农田坏境监测系统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3张威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冰箱系统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0彭赢龙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汽车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
范毅强 201705098112胡堤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壶控制系统设计
范毅强 计数 7 7
冯梅 201701134116罗泰艳 物管(教改)1701步步高超市红星店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冯梅 201701134117邹华香 物管(教改)1701江西省供储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冯梅 201702106301莫梦娟 物管(教改)1701华润万家湖南配送中心配送质量提升优化方 案设计
冯梅 201701134122蒋鑫 物管(教改)1701湖南宇鑫物流公司出库业务方案优化设计
冯梅 201701134123张韵棋 物管(教改)1701长沙苏宁芙蓉物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冯梅 201701134119刘小翠 物管(教改)1701湖南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仓储成本优化
冯梅 201702106546祝春花 物管(教改)1701湖南佳汇冷链物流农产品配送优化设计
冯梅 201701134113田赵霞 物管(教改)1701长沙绿叶水果有限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冯梅 201701134125吴娣 物管(教改)1701屈臣氏华中地区物流仓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冯梅 201701134126何霞 物管(教改)1701盒马鲜生超市金桥门店盒马App物流服务优化设计方案
冯梅 201701134121史丽芳 物管(教改)1701步步高超市朝阳店Better购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冯梅 201701134114马越 物管(教改)1701云南昆明沃尔玛五华区分店仓库盘点优化设计
冯梅 201701134115王力 物管(教改)1701世能达玛氏箭牌口香糖的出库流程优化设计
冯梅 计数 13 13
冯熹 201702100125陈新奥 空乘1701 吉祥航空餐食服务优化方案
冯熹 201702100134杜蕾 空乘1701 上海航空FM9361次航班端午节客舱主题活动方案
冯熹 201702100124李慧 空乘1701 南航CZ3387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方案
冯熹 201702100129吴健 空乘1701 长沙黄花机场南航值机岛专项优化方案
冯熹 201702100130武爽 空乘170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旅客问询服务流程优化方案
冯熹 201702100132彭昕宇 空乘170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
冯熹 201702100128李茜 空乘1701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自助值机优化方案
冯熹 201702100126谢淼 空乘1701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特殊旅客客舱服务优化方案
冯熹 201702100133何佳娟 空乘1701 岳阳三荷机场元宵节主题活动方案
冯熹 计数 9 9
符蓉 201701134124陶世杰 物管(国)1701上海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物流配送的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42蔡芊 物管(国)1701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仓储智能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0叶珊 物管(国)1701醴陵市医疗废物回收物流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1陈钰婕 物管(国)1701唯品会的退货物流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2李瑶 物管(国)1701湘潭市的果蔬配送路线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45董滨 物管(国)1701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3孙诗思 物管(国)1701邵阳五星村农产品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4彭芊 物管(国)1701长沙新希望南山乳制品有限公司流通加工的优化设计方案
符蓉 201701109150徐梦珍 物管(国)1701湖南鸿胜物流公司危险品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9陈思良 物管(国)1701绿叶水果泉塘分店存储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46陈佳欣 物管(国)1701盒马鲜生长沙分公司生鲜仓配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5朱远晟 物管(国)1701铁物流长沙分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符蓉 201701109147杨婉君 物管(国)1701长沙嘉里大通有限责任公司在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43曾湘杰 物管(国)1701瑞鹏宠物医院兽药存储优化设计方案
符蓉 201701109136王全望 物管(国)1701长沙黄兴果之友配送中心选址优化设计方案
符蓉 201702103214彭晓琪 物管(国)1701势必达公司库存成本优化设计方案
符蓉 201701109138李刚 物管(国)1701大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44王婷 物管(国)1701中通快递物流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49陈慧霞 物管(国)1701每日优鲜生鲜农产品的仓储优化方案
符蓉 201701109148符元花 物管(国)1701长沙步步高超市配送路径方案优化设计
符蓉 201701109137韦依萍 物管(国)1701永辉超市的生鲜供应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符蓉 计数 21 21
龚芳 201704123115肖锦程 电商1701 “王小二水果店”双十二活动促销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106岳溪洋 电商1701 微信个人号“美颜秘笈”的推广与运营
龚芳 201704123127严闻妹 电商1701 微信营销方案设计及实施-以“美颜秘笈”为例
龚芳 201704123117刘敏 电商1701 “美颜秘笈”微博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207孟玲 电商1702 “哈尔滨敷尔佳公司”微博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219雷澳丽 电商1702 “哈尔滨敷尔佳公司”社交平台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237刘茜 电商1702 瓜瓜的店“敷尔佳医美面膜”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
龚芳 201704123209杨梦 电商1702 “瓜瓜的店”个人微信号微商营销推广

龚芳 201704123304杨甜 电商1703 “长沙鸿扬家装”微信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323文艺 电商1703 淘宝店微博营销方案设计—以“尚品帽铺”为例
龚芳 201704123303刘宏京 电商1703 “Nobodyknows 店铺”微信订阅号内容推广的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305卓倩 电商1703 “大闸蟹”产品微信推广方案设计——以淘宝店“湘渔洞庭铺”为例

龚芳 201704123316李勇 电商1703 淘宝店新媒体营销推广设计——以“yy潮精品女装”为例
龚芳 201704123321谭亚君 电商1703 “湖南新环境公司”年终大促线上活动方案设计

龚芳 201540803020罗思宇 电商1704 “Police家优品”314中国警察日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408黄宜芬 电商1704 拼多多“佳莱福食品专卖店”微信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413胡耀辉 电商1704 “即目JMO穿搭工作室”微信个人号营销推广

龚芳 201704123429万晓佩 电商1704 “佳莱福食品专卖店”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414唐文倩 电商1704 “即目JOM穿搭工作室”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430赵霞 电商1704 “湖南脐橙熟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信订阅号的创建与推广

龚芳 201704123405曾慧玲 电商1704 彭彭team &quot;匡威帆布鞋&quot;520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432肖艳 电商1704 “哇哦”农特团购商城创建与运营

龚芳 201704123424李湘 电商1704 “彭彭team-李湘”个人微信号微商营销推广

龚芳 201704123420刘纯 电商1704 “长沙搜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社交平台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412李丽霞 电商1704 “长沙搜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情人节活动方案设计

龚芳 201704123417魏麟 电商1704 “春花家的蜜”双十二活动推广方案设计--以“哇哦”农特团购为例

龚芳 201704123406何玉萍 电商1704 “福安市天马茶业有限公司”909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龚芳 计数 27 27
龚韵洁 201702102133赵静 旅游1701 北京四日毕业旅行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35刘思敏 旅游1701 泰国八日自助游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29李佩 旅游1701 西安历史文化四日研学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31罗绰约 旅游1701 成都重庆五日蜜月自由行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36陈雨晴 旅游1701 长沙网红打卡三日游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27齐琦 旅游1701 长韶三日湖湘研学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28龙海古 旅游1701 北京五日历史文化研学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30黄微 旅游1701 湘西苗族民俗文化体验三日游线路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32王雪 旅游1701 三亚四日缤纷夏日休闲游方案设计
龚韵洁 201702102134黄明珍 旅游1701 内蒙古地理研学四日游线路设计
龚韵洁 计数 10 10
郭瑶 201701115126周琦英 营销1701 小小白鞋刷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1陈梓欣 营销1701 山药辣条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3李林哲 营销1701 猎马人代餐饼干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4黄李 营销1701 锐果果跳跳糖长沙市新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2黄海涛 营销1701 蓝山矿泉水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2肖广为 营销1702 心舒速食营养汤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5成程鑫 营销1702 美佳乳液长沙市新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3肖丽芳 营销1702 乐宝多功能变形儿童车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4尹栋 营销1702 金立智能饮水机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08李香湘 营销1702 诗悦精油沐浴露郑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01吴鸿涛 营销1703 舒宁水性笔长沙市新产品上市方案
郭瑶 201701115312熊超 营销1703 依一保暖贴衡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03史文珍 营销1703 真湘粗粮饼干郴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02周晓帅 营销1703 灵感运动智能手环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25何秀平 营销1703 仟格牌袜子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计数 15 15
何建崎 201701110226张健 物管(商贸)1702长沙市大唐物流有限公司冷链物流管理优化方案
何建崎 201701110228周君 物管(商贸)1702天天快递长沙分公司分拣作业管理优化方案
何建崎 201701110227郭煜 物管(商贸)1702百世快递长沙星沙四部派件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201701110230梁非 物管(商贸)1702中通快运长沙分拨中心在库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201701110225谢粤 物管(商贸)1702“大润发”长沙芙蓉店防损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201701110229宋茂娟 物管(商贸)1702天天快递长沙星沙城区分部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201701112127周浩宇 物管(中德)1701德邦物流长沙县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何建崎 201701112128刘嘉宇 物管(中德)1701中山市中德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201701112129章梓燚 物管(中德)1701速尔快递长沙雨花六网点发件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201701112126欧阳佳俊 物管(中德)1701凤凰极速物流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201601108536罗琦 物管（企）1605广州安能物流中央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何建崎 计数 11 11
何艳君 201701115107谭艺 营销1701 艺品养颜消食酸枣湘潭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2133129罗玲 营销1701 玲动抗磨耐用拉杆行李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38孔晓庆 营销1701 庆庆美容养颜鸭脖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39刘玉姣 营销1701 YJ天然空气清新剂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40毛伟香 营销1701 安全隐患检测系统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06黄锐 营销1701 黄胖子牛肉干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6段庆 营销1702 女神智能美甲仪宁乡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3贺佳乐 营销1702 禾嘉太阳能变温水杯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4黄琴 营销1702 HQ多功能智能椅常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30汪义武 营销1703 义武变温鼠标衡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31杨柳烨 营销1703 烨烨去油洗发水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32俞正浩 营销1703 正浩山楂控油洗面奶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29方许林 营销1703 唐僧药酒岳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10蒋梦宇 营销1703 梦梦身体乳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28孙楚湘 营销1703 CX精美遮光窗帘怀化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5何世创 营销1702 创创鱼豆腐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计数 16 16
贺嵘 201701108839郝志磊 物管(企)1708北京盒马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36李沐梓辰 物管(企)1708上海顺丰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4刘雨豪 物管(企)1708株洲德邦物流公司配送线路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3赵怡芬 物管(企)1708盛辉物流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9何家业 物管(企)1708申通快递长沙星沙分部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贺嵘 201701108835毛欣 物管(企)1708宇鑫物流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2夏婧 物管(企)1708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运输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7程繁荣 物管(企)1708云通物流配送中心作业流程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38刘志豪 物管(企)1708长沙诺一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5夏鑫 物管(企)1708南方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6陈青珍 物管(企)1708广东速尔物流有限公司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8奉烨权 物管(企)1708振邦物流运输业务流程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37李天兰 物管(企)1708湖南同安医药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0刘香岑 物管(企)1708成都润宝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1108841王晶 物管(企)1708长沙日日顺物流配送路线方案优化设计



贺嵘 201703129132吴小姣 物管(企)1708长沙邮政速递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贺嵘 计数 16 16
贺婷婷 201703129127廖美娇 商务英语1701深圳市运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年会策划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20关紫纯 商务英语1701深圳昊凯科技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21陈紫微 商务英语1701长沙雅阁贸易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25曾茜 商务英语1701步步高电子教育产品在速卖通平台的推广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22张佩 商务英语1701清远思凯沃家具有限公司产品推广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17廖湘华 商务英语1701金福凯盛鞋业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18肖艳婧 商务英语1701花西子美妆产品在速卖通平台的推广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16黄美君 商务英语1701东莞市东越服装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客户接待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28郭金钗 商务英语1701湖南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涉外年会设计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29陈玲 商务英语1701深圳市领航外贸服饰有限公司涉外年会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26段怡州 商务英语1701湖南德兴瓷业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15谢洁珍 商务英语1701佛山市美迪科摄影器材有限公司加拿大客户接待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19宋延文 商务英语1701义乌市柴客工艺品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贺婷婷 201703129130陈丽婷 商务英语1701广州黛璐莎贸易有限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贺婷婷 计数 14 14
胡军强 201702106225何帅 会计1703 湖南湘星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5李冰怡 会计1703 湖南阅读花园创意文化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6汤思 会计1703 湖南九华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7朱智媛 会计1703 湖南术禾品牌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8刘旭泉 会计1703 芬雪莱啤酒有限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3艾琳云 会计1703 爱璇公司财务内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9邓子可 会计1703 长沙钢城铜制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4范钦云 会计1703 湖南双龙制衣厂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2杨文君 会计1703 优博贸易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3毛哲 会计1703 湖南晨曦纸业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2胡琳 会计1703 锦太郎食品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0曹愉靖 会计1703 燃晚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6陈祎 会计1703 湖南江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往来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21422402004杨洋 会计1402 中顺洁柔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21422402015李果 会计1402 稻花香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计数 15 15
胡平平 201701109123肖齐欣 物管(国)1701北汽股份株洲分公司零部件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22史京霖 物管(国)1701丰巢智能快递柜自助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19吴谦 物管(国)1701果唯伊华润万象汇店水果存储优化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28寻金娟 物管(国)1701平江香干长沙地区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18李浩东 物管(国)1701仟吉食品长沙公司冷链物流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20刘璐婕 物管(国)1701京东塘渡口服务点快递配送优化方案
胡平平 201701109129武湘 物管(国)1701湖南现代物流学院菜鸟驿站的快递包装回收方案优化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13唐玉娟 物管(国)1701尚财生鲜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24卓尚婷 物管(国)1701张家界绿航果业有限公司物流复核作业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21邵银 物管(国)1701安能物流公司绿色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14胡尚旭 物管(国)1701湖南中烟公司零陵卷烟厂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15寇慧珍 物管(国)1701泰华施清洁科技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16杨娜 物管(国)1701山东中仓物流有限公司农产品冷链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201701109127向婉婷 物管(国)1701速尔快递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平平 计数 14 14
胡强 201704136115史家豪 物信(大数据)1702智能声乐学习APP方案设计
胡强 201704136114刘林 物信(大数据)1702“千里行”旅游APP方案设计

胡强 201704136104张彬斌 物信(大数据)1702南县农家书屋图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胡强 201704136107陈斌勇 物信(大数据)1702启迪装饰APP方案设计
胡强 201704119101姚志远 物信1701 宏桥物流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胡强 计数 5 5
胡艳 201701111409资清 物管(电商物流)1704森马服饰浙江平湖7、8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03王延倩 物管(电商物流)1704神州快运物流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0刘晶 物管(电商物流)1704浙江森马服饰七八号仓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04贺丹玲 物管(电商物流)1704衡阳香江百货长丰店仓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艳 201701111401刘卓 物管(电商物流)1704衡阳恒鑫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8赵军 物管(电商物流)1704长沙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6陈善文 物管(电商物流)1704云南天中龙物流长沙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07肖鹏 物管(电商物流)1704湖南国联捷物流长沙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08伍佳佳 物管(电商物流)1704长沙市丽华物流有限公司A仓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05刘水材 物管(电商物流)1704长沙通程佳惠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胡艳 201701111406姚洁 物管(电商物流)1704环世通国际物流的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20陈春 物管(电商物流)1704佛山市逸语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21陈巧玲 物管(电商物流)1704奥邦合丰安置小区西网点车辆配装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02彭棋 物管(电商物流)1704德邦物流城步门店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3李可 物管(电商物流)1704广州顺捷物流公司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4陈智杰 物管(电商物流)1704永州步步高超市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7义志 物管(电商物流)1704大型变电站设备运输方案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2沈小宇 物管(电商物流)1704永州市大润发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22张俊 物管(电商物流)1704长沙鑫隆物流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1郑雨婷 物管(电商物流)1704顺丰怀化在水一方网点配送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5张雯雯 物管(电商物流)1704河北宝信生鲜冷链物流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胡艳 201701111419印丽玲 物管(电商物流)1704天津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物流包装优化设计
胡艳 计数 22 22
胡元庆 201701108142杨皓然 物管(企)1701辽宁安华快运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0高凡 物管(企)1701中煤第33工程处物料仓库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40黄之宸 物管(企)1701茶悦餐饮公司物资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43周慧敏 物管(企)1701长沙运乾快运转运分拨中心理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5刘小纯 物管(企)1701邵阳兴盛优选生鲜需求预测方案优化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28刘泓 物管(企)1701广程宇物流仓库现场5S管理实施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4黄娜 物管(企)1701步步高长沙东站店水产品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7沈诗寒 物管(企)1701中通快递长沙转运中心集散分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6李杰 物管(企)1701嘉里物流长沙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45王亿 物管(企)1701邮政速递长沙分公司分拣理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1曾娟 物管(企)1701西遇时尚服饰长沙中心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9刘待 物管(企)1701广州广日物流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44李美娟 物管(企)1701申通快递长沙分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26向月 物管(企)1701Sany员工小区水果超市采购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8肖静 物管(企)1701杭州悠可化妆品公司中心仓库仓储作业优化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32吴超 物管(企)1701原始森林副食批发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201701108129刘彦智 物管(企)1701湖南恒邦物流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胡元庆 计数 17 17
花开太 201705096102罗灿 港航1701 THK柴油发电机集装箱装箱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07陈涛 港航1701 中国厦门港到欧洲鹿特丹航线的船期表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04罗沅康 港航1701 服装集装箱出口运输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08刘金 港航1701 红旗H7型汽车出口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16刘强 港航1701 “鲁河”号上海港集装箱预配载设计方案

花开太 201705096113熊进 港航1701 卷钢装箱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18曾令强 港航1701 中国青岛到泰国曼谷船期表编制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06刘锋 港航1701 大黄鱼冷藏货物FCL集装箱订舱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01王星 港航1701 “老干妈”品牌豆豉出口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12颜道义 港航1701 烟花装集装箱箱设计方案
花开太 201705096119刘贡铭 港航1701 上海港到吉达港集装箱航线船期表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17王海涛 港航1701 “东方香港”号集装箱船舶预配载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6103舒江民 港航1701 长荣顺达轮集装箱积载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9122汤炜 工程物流1701中山福溢家具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
花开太 201705099123罗贝佳 工程物流1701长沙海尔电器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2彭俊辉 物工1702 基于SLP对湘潭电机分车间布局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6谢涵 物工1702 育碧电器总仓库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1阳胜 物工1702 中策集团建湖南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0付文杰 物工1702 圆通快递长沙县网点运输路径规划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3谢权 物工1702 优速快递公司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19卢岳峰 物工1702 长沙比亚迪整车配送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24张源 物工1702 常德地区农产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17周丽贤 物工1702 大广发物流公司新仓库规划设计
花开太 201705095218成丹丹 物工1702 长沙全友家居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花开太 201557001011张航 港航1501 盒装白酒集装箱装载方案设计
花开太 计数 25 25
黄晔 201702101104李艳妮 空乘(安检)1703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海航贵宾室接待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3刘琪瑜 空乘(安检)1703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商务贵宾通道安检工作流程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6冯情情 空乘(安检)1703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防爆安全检查工作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5宁琛 空乘(安检)1703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二次安检流程处理方案
黄晔 201702101111易会敏 空乘(安检)1703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安检通道新进员工技能培训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1黄勋 空乘(安检)1703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楚天杯”安检技能大比武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7徐小晶 空乘(安检)1703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国际通道安检工作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8杨生权 空乘(安检)1703常德桃花源机场地勤人员身体素质提高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9向家华 空乘(安检)1703昆明长水机场航站楼护卫新冠疫情应急预案
黄晔 201702101110卜智阳 空乘(安检)1703FM870次上海至布达佩斯航班首飞客舱活动方案

黄晔 201702101102李高翔 空乘(安检)1703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方案
黄晔 计数 11 11
黄志超 201704122236胡一帆 计应(JAVA)1702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
黄志超 201704122214徐凯 计应(JAVA)1702小黄点餐APP的设计与开发
黄志超 201704122222袁湘 计应(JAVA)1702纯洁婚纱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黄志超 201704122210陈阳飞 计应(JAVA)1702毕业设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黄志超 201704122213何赐建 计应(JAVA)1702酒店客房管理系统设计
黄志超 201704121135刘武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引擎的愤怒的小鸟游戏开发
黄志超 201704121101潘琼琼 计应(安卓)1703基于Cocos的飞扬小鸟游戏设计
黄志超 计数 7 7
黄子宸 201704123113黄婷 电商1701 “雏小田”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233唐茜 电商1702 “YHMW樱花漫舞”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211陈雯娟 电商1702 “鹿家良品LUUGAA官方店”店铺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208陈湘慧 电商1702 “不眠家”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221易蕾 电商1702 “子衿苑”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206汤静宜 电商1702 “屋子哩”童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231李玉莹 电商1702 “蜜柚小铺”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220邝杨芳 电商1702 “汉尚华莲”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301谭会 电商1703 “宝宝潮包馆”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331朱巧艳 电商1703 “KIZZME”手袋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306黄庆 电商1703 “小麋人”银饰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309龙玉情 电商1703 “Blue Madonna浪漫指蓝”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308蒋淑婷 电商1703 “SEEMON”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512余佳 电商1705 “水肌澳护肤品”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黄子宸 201704123506曾璇 电商1705 “CAT MAGIC”帽饰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201704123514王瑶瑶 电商1705 “简·易”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黄子宸 计数 16 16
焦韵嘉 201704123126肖佳豪 电商1701 “小孩游戏外设”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116周煜婷 电商1701 “淘淘女装屋”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129吴露玲 电商1701 “有艺服饰”淘宝店铺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101魏晨洁 电商1701 “谷谷女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214周瑾 电商1702 淘宝店铺流量提升方案——以“湖南衡阳土特产”为例
焦韵嘉 201704123225罗鲜艳 电商1702 “波宅窝”网店开学季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232吴丙秀 电商1702 “小鱼家潮人精品馆”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218夏罗妙 电商1702 “呱の制服馆”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3129236孙雅芸 电商1702 “爱与家布艺”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234尹姝情 电商1702 “天天毛绒玩具厂”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223何玮 电商1702 淘宝店铺流量提升方案设计——以“冠军之路智能舞蹈”网店为例
焦韵嘉 201704123427钟超 电商1704 “木丘”淘宝网店客户转化率提升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422胡书钰 电商1704 “岛屿吉他”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415周勇 电商1704 “南姑娘手工铺”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425赵佳威 电商1704 “SPRINGKIDS韩国童装”客单价提升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434邓希宇 电商1704 “玺兜兜童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421高世峰 电商1704 “Mr．潮先生男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402蒋康 电商1704 “忆光外设”淘宝店产品销量提升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423杨玲 电商1704 “港风美人”淘宝店铺转化率提升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525罗珺 电商1705 “猫猫原创女装”网店推广方案设计

焦韵嘉 201704123518林瑶 电商1705 客户转化率提升方案——以“鸿发爱车装饰之家”淘宝店铺为例
焦韵嘉 201704123503马玉 电商1705 “元元家精品女装”淘宝店铺运营优化设计方案

焦韵嘉 201704123532邓丹丹 电商1705 “三寸雨天堂服饰”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焦韵嘉 计数 23 23
旷健玲 201701115112姚鹏 营销1701 艾弥儿儿童沐浴乳株洲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29袁艳清 营销1701 say yes红茶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30王志文 营销1701 明珠牌洗衣凝珠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10周舒琪 营销1701 Mom手工皂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33刘东熳 营销1701 醉梦床垫上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31王龙威 营销1701 路易床上书桌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35滕廷宣 营销1701 湘味坊乳猪肉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11朱宇旋 营销1702 X牌牙膏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16胡传宗 营销1702 怡泷凉茶湘潭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22陈凯歌 营销1702 Y伊洗衣液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04陈鸿 营销1702 希望水果王饼干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09梁鑫 营销1702 彗星可乐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06阳娜 营销1702 SOWO卸妆水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07刘莎莎 营销1702 伊熙面膜南昌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10熊琦兰 营销1702 心动水果茶永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601112114王梓骁 营销1703 ZX运动鞋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24刘祥 营销1703 班吉鸟按摩袜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23邓丽霞 营销1703 小优防丢挂件岳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04黄智利 营销1703 LZ耳机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22邹菲 营销1703 亚菲特智能保温杯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计数 20 20
赖霞红 201701113108冯博远 连锁1701 编程猫岳麓校区开发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3110刘洋 连锁1701 百城康祺中茂城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2124彭雪晨 连锁1701 爱依服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3111屈左花 连锁1701 佳惠超市邵阳江北店2020年中秋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3112孙曼 连锁1701 汉堡王五一广场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3113李益恋 连锁1701 OYO酒店2020年湖南区加盟推广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3114毛彦婷 连锁1701 大润发汇一城店2020年端午节促销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8邓紫怡 商务管理1701比扬医疗长沙地区重阳享健康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10吴周莉 商务管理1701韩尚优品大学城店2020年开业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1沈军艳 商务管理1701百雀羚长沙地区2020年素颜时光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5陈文勇 商务管理1701水果熟了2020年长沙地区果善季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2刘婕 商务管理1701良品铺子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3王珊 商务管理1701名创优品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6廖悦聪 商务管理1701蛙来哒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4欧阳子岳 商务管理1701喜茶长沙2020年五一狂欢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7廖婵 商务管理1701佰草集长沙地区22周年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109符美玉 商务管理1701长沙百草味食品2020年中国味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4陈颖 商务管理1702关山葡萄2020年葡萄节推广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1黄琳芳 商务管理1702麦小茶湘潭区2020年中秋节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2马益湘 商务管理1702旺芬园湘潭2020年开业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7廖辉 商务管理1702瑞轩服饰2020年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5杨自龚 商务管理1702杨小厨辣椒炒肉2020年七夕情人节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8谭容 商务管理1702痘学士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6陈珊珊 商务管理1702百乐福新农贸市场2020年推广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3杨梦星 商务管理1702相约回家吃饭2020年感恩有你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201701114209杨以涵 商务管理1702长沙傣妹火锅2020国庆策划方案设计
赖霞红 计数 26 26
赖永晖 201702102101胡星怡 旅游1701 巴山蜀水五日休闲慢游路线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2肖清 旅游1701 蓉城亲子三日自驾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7谭美玲 旅游1701 衡阳红色三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3刘慧香 旅游1701 “探索影视拍摄地”——张家界三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4袁英姿 旅游1701 张家界白领释压三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9高鑫 旅游1701 峨眉山亲子三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11朱玲玲 旅游1701 张家界凤凰休闲度假四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5刘雨梦 旅游1701 漳州自驾休闲观光五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8熊凌云 旅游1701 黑龙江七日毕业旅行线路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12罗灵芳 旅游1701 南宝山周末休闲自驾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10周荣 旅游1701 郴州生态休闲三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201702102106邓小利 旅游1701 探索西藏宗教文化6日游方案设计
赖永晖 计数 12 12
黎明 201701108730田明 物管(企)1707长沙嘉里物流央广购物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39罗玉洁 物管(企)1707伯恩光学（惠州）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38徐雯婧 物管(企)1707长沙斗牛士乐器厂出库流程的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25吴相城 物管(企)1707ABC分类法在大地商贸公司仓储管理中的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27汪朱萍 物管(企)1707长沙南门口盒马鲜生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44江豪 物管(企)1707中铁五局一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40李霞月 物管(企)1707长沙如意日化百货超市配送中心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41唐颖杰 物管(企)1707湖南宇鑫物流仓储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31李哲 物管(企)1707沃尔玛岳阳店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35詹春燕 物管(企)1707步步高连锁超市张家界店在库作业优化方案
黎明 201701108742张克远 物管(企)1707大润发连锁超市芙蓉店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36谢雨欣 物管(企)1707新佳宜便利店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26吴娴 物管(企)1707长沙恒生超市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黎明 201701108728蔡胜男 物管(企)1707郴州利多贸易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24朱振华 物管(企)1707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央广购物项目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黎明 201701108734刘成丁 物管(企)1707盒马鲜生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黎明 201701108743刘铋铃 物管(企)1707广州家佳连锁超市仓储入库流程的优化设计
黎明 201701108729于桃 物管(企)1707长沙安能物流分拨中心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黎明 201701108732符校平 物管(企)1707湘潭安捷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黎明 201701108733潘城 物管(企)1707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冷藏仓库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黎明 计数 20 20
李翠琴 201702103139贺广锋 高铁乘务1701G636次列车中秋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

李翠琴 201702103143尹淼 高铁乘务1701D2701次列车古尔邦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

李翠琴 201702103141尹业顺 高铁乘务1701G1376次列车绿色环保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李翠琴 201702103137谈林 高铁乘务1701D954次列车端午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李翠琴 201702103135李霞 高铁乘务1701G1110次列车元宵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李翠琴 201702103140贺俊壹 高铁乘务1701G1778次列车端午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李翠琴 201702103142陆佳欣 高铁乘务1701G1707次列车元宵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李翠琴 201702103136李卓明 高铁乘务1701G181次列车圣诞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李翠琴 201702103138沈世豪 高铁乘务1701G1290次列车中秋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李翠琴 计数 9 9
李洁琳 201702106415钟钰婷 会计1705 金蚕纺织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04周小烁 会计1705 湘乡乐连锁超市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2何维 会计1705 三黎五金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3李娅 会计1705 长沙北一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06刘丹 会计1705 长沙恒远机械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8金铭 会计1705 可可里来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9邓喜英 会计1705 森木食品有限公司采购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09陈倩 会计1705 长沙麦克列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0袁权文 会计1705 卡拉曼达文具有限公司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07童妙玲 会计1705 星依服装有限公司产品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1胡前前 会计1705 罗罗诺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4高顺 会计1705 苑依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7彭莎莎 会计1705 湖南天池服装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05周金英 会计1705 浪潮时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计数 14 14
李君 201702103202李琪 高铁乘务1702G1742次列车晚点应急演练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10钟清 高铁乘务1702G6103次列车春节车厢主题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05万翔 高铁乘务1702G571列车旅客食物中毒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07贺望 高铁乘务1702长沙南站取票流程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08隆勋 高铁乘务1702G1702次列车春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01黎靖 高铁乘务1702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乘务人员形象气质培训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12童锦龙 高铁乘务1702郴州西站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04明中秋 高铁乘务1702长沙南站VIP旅客服务方案设计
李君 201702103209符迎春 高铁乘务1702G1117次列车突发火灾应急预案设计

李君 计数 9 9
李孟卿 201701108431邱锋 物管(企)1704长沙佳行通物流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2饶永波 物管(企)1704湖南长沙家润多超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8刘政朋 物管(企)1704长沙三合供应链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9罗双泉 物管(企)1704长沙良品铺子仓库货物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3邓威 物管(企)1704贪吃小店（长沙英祥春天店）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42李小倩 物管(企)1704衡阳市动物庄园采购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44李美兰 物管(企)1704步步高超市（耒阳店）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7肖海玉 物管(企)1704长沙步步高超市电力学院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40龙文文 物管(企)1704迅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6张宇 物管(企)1704长沙索恩格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41杨子慧 物管(企)1704长沙德邦物流远大路分部运输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4李权 物管(企)1704长沙晓通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08435邓玲薇 物管(企)1704长沙物流学院中通快递点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12101唐昕宇 物管(中德)1701麦德龙(长沙)配送中心业务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12102贺荟霖 物管(中德)1701天地华宇长沙岳麓区麓云路分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12103曾佳 物管(中德)1701长沙市绿佳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12104龙郡 物管(中德)1701尚一物流有限公司装卸搬运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201701112105孙得意 物管(中德)1701顺丰公司邵阳市点部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孟卿 计数 18 18
李石燕 201701108829彭宁 物管(企)1708湖南源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18成志权 物管(企)1708长沙果之友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24王浩宇 物管(企)1708湖南康程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30许彩霞 物管(企)1708南方物流集团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21唐华 物管(企)1708河南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17许飞 物管(企)1708天天快递运输成本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22龚焱 物管(企)1708新佳宜超市库存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31胡晓康 物管(企)1708京东昆明FDC仓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33陈美莲 物管(企)1708长沙实泰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26谢珂婷 物管(企)1708佳宇物流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19欧阳群玉 物管(企)1708长沙恒广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20赵展 物管(企)1708长沙速翔物流公司库存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23林子斌 物管(企)1708深圳凯伊克物流有限公司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201701108825何婷婷 物管(企)1708长沙天宇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李石燕 计数 14 14
李意兰 201703094115陈婷 文秘1701 广州锯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接待总公司研发团队的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16罗水莲 文秘1701 太阳电子公司接待宏达电器公司商务代表团的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17马紫英 文秘1701 杭州茗蔻服饰有限公司OVINA2020春季新产品发布会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7谭敏敏 文秘1701 北京美妮莱化妆品有限公司年会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18谢美龄 文秘1701 广州欧卡娜化妆品有限公司2020年会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8唐佩佩 文秘1701 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年会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19陈素芳 文秘1701 湖南涉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会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9方军怡 文秘1701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夏”护肤品新产品发布会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0刘芊 文秘1701 广州市蓝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接待长沙市商务代表团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4寻玉轩 文秘1701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会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5余诗琦 文秘1701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工作总结大会暨元旦联欢晚会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3张振英 文秘1701 上海游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年会活动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6杨琼 文秘1701 2020年深圳市兰亭科技有限公司兰亭螺旋藻系列新产品发布会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1陈嘉源 文秘1701 长沙天隆汽车有限公司2020年参展方案设计
李意兰 201703094122舒湘 文秘1701 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一加8”手机新产品发布会方案设计
李意兰 计数 15 15
李媛 201703130114李阳 国贸1701 广州乐颂饰品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03吴文娟 国贸1701 商贸服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11杨翠婷 国贸1701 中山市馨与煋光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16莫映红 国贸1701 湖南易华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10李荣丹 国贸1701 爱咏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06廖慧 国贸1701 浙江运来木业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17熊国锡 国贸1701 湖南金钻坊珠宝商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09曹思琴 国贸1701 广东省丝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05罗婷 国贸1701 长沙爱格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201703130113向思思 国贸1701 上海海之星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李媛 计数 10 10
梁晨曦 201702106545王诗琴 会计1706 湖南惠多多超市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33陈慧 会计1706 湖南宝乐有限责任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63091241王思睿 会计1706 长沙爱华连锁超市存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6刘芳 会计1706 湖南艾米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41郑婷婷 会计1706 株洲乐尔乐连锁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34罗月琳 会计1706 四川慧达财务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42林文丽 会计1706 长沙华瑞和酒店原材料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43朱佳怡 会计1706 湖南烨然轻奢酒店采购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8王焦能 会计1706 湖南霞叶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9陈阳 会计1706 湖南银化化纤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5张贝 会计1706 湖南芊瑞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37王燕 会计1706 湖南快来购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44陈倩 会计1706 湖南未来百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方案
梁晨曦 计数 13 13
梁瑞伟 201701134128柳俊芳 物管(教改)1701福州易鲜冷链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9陈思宇 物管(教改)1701湖南新永联物流有限公司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1李超 物管(教改)1701好又多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40阳志鹏 物管(教改)1701浏阳中医院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梁瑞伟 201701134134段晓英 物管(教改)1701宇鑫物流门店选址方案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6刘霖 物管(教改)1701大道物流配送路径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7刘蒙 物管(教改)1701L企业仓库选址方案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41孙艳 物管(教改)1701郴州市邮政快递配送优化方案
梁瑞伟 201701134142魏丽城 物管(教改)1701湖南兴盛优选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
梁瑞伟 201701134132周雨诗 物管(教改)1701广州仁盈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43谭紫烨 物管(教改)1701大润发（常德店）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5涂燕 物管(教改)1701长沙龙邦速递配送问题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8文福家 物管(教改)1701盛丰物流公司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44潘伟 物管(教改)1701长沙苏宁易购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3汤畅 物管(教改)1701安能物流星沙松雅分部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30朱寿富 物管(教改)1701广州珠江啤酒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29杨明珍 物管(教改)1701湖南德荣医疗健康产业在库优化方案设计
梁瑞伟 201701134127李鹏 物管(教改)1701山东寿光神润发海洋化工有限公司功能性外包物流模式与外包途径的优化设计方案



梁瑞伟 201517402006宁丕彦 物管（企）1502长沙叶安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梁瑞伟 计数 19 19
廖罗尔 201550701001魏青 工程物流1701京东智能物流仓库规划与设计
廖罗尔 201701110112刘超 工程物流1701榔梨建工A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廖罗尔 201701110117卿前锋 工程物流1701“牛扒驾到”西餐厅在供应链下的采购模式优化

廖罗尔 201705099103曹洁 工程物流1701长沙市百果园水果配送中心布局规划方案设计
廖罗尔 201705099102罗凌霄 工程物流1701百事通物流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廖罗尔 201702103240罗俊 工程物流1701郴州名汇城商场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廖罗尔 201550201022张帅 物工1702 长沙极速冷链公司出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廖罗尔 201705095105李茜 冷链1701 吉恩冷链物流的配送模式优化设计
廖罗尔 201705095111梅人方 物工1701 安吉物流配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廖罗尔 计数 9 9
凌嫦娥 201702106332廖胜红 会计1704 莫夯玩具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7谭淑婷 会计1704 湖南兴柯机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1陈江蕾 会计1704 长沙市东岸建筑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0李娇 会计1704 顺泰电池制品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17马甲怡 会计1704 峰词电玩城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18霍倩 会计1704 寻觅食品公司原材料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2曾珍 会计1704 湖南宏贸升科技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3李宇涵 会计1704 湖南宏呈毅电子制造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5张克昌 会计1704 湖南湘远五金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1朱小慧 会计1704 揽胜五金公司原材料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4邓子颖 会计1704 台时电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3郭甜甜 会计1704 湖南怀化佳佳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0时萍 会计1704 恭喜发财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9罗棋元 会计1704 奥兰多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602106116曾鹏 会计1602 湖南怀化宏旺化工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计数 15 15
刘洁 201702103236许名果 商务英语1701广东依莱雅纺织有限公司外贸客户开发方案
刘洁 201703129205沈千红 商务英语1702湖南鸿业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男士休闲服装父亲节活动策划方案
刘洁 201703129212黄楚 商务英语1702深圳市爱途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国际智能产品贸易博览会参展方案
刘洁 201703129209刘瑶 商务英语1702深圳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平台产品上架方案
刘洁 201703129208陈冰 商务英语1702杭州拜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加中国食品添加剂展会方案
刘洁 201703129210黄冰 商务英语1702永康市奥阳五金有限公司客户开发方案
刘洁 201703129215杨寒英 商务英语1702湖南天龙外贸有限公司出口合同履行跟单流程操作方案
刘洁 201703129203彭瑶 商务英语1702湖南杰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促销方案
刘洁 201703129216邓琴琴 商务英语1702深圳市亿路照明有限公司印度新德里国际LED 产品及技术展览会参展方案
刘洁 201703129207唐琪 商务英语1702深圳里德海司公司电子产品营销方案
刘洁 201703129211刘璐 商务英语1702广东环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印度代表团接待方案设计
刘洁 201703129214黄洁 商务英语1702广州棒谷科技有限公司外贸客户开发方案
刘洁 201703129213田静 商务英语1702江苏远阳服饰有限公司德国客户接待方案
刘洁 201703129206覃阳 商务英语1702香港龙腾外贸有限公司感恩节促销方案
刘洁 计数 14 14
刘宁 201704123110包可云 电商1701 “鲜果儿”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105黎娜 电商1701 茶之道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29李思琪 电商1703 Moonshins香水中心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02范春芳 电商1703 森果咖啡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25杨瑛 电商1703 听音乐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27王兰 电商1703 宠物网网站的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20邬利华 电商1703 E疯的小朋友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32唐涛 电商1703 “爱看”电影网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36陈龙 电商1703 健康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07蒋衡 电商1703 肖战粉丝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310刘尚祥 电商1703 “芙蓉镇”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409戴京丽 电商1704 蜗趣旅行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23416伍茜茜 电商1704 绝地求生爱好者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刘宁 201704119106周凡顺 物信1701 “美食校园”外卖APP方案设计

刘宁 计数 14 14
刘倩 201702103234彭家博 高铁乘务1702湘潭高铁北站旅客投诉应急处置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1唐谊权 高铁乘务1702G2345次列车爱国主义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0刘伟 高铁乘务1702G6459次列车旅客食物中毒模拟演练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8李铭洛 高铁乘务1702北京南站中秋节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29廖澄 高铁乘务1702G1403次列车“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5付琪 高铁乘务1702广州南站无成人陪伴儿童乘车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27严媚 高铁乘务1702长沙客运段乘务人员服务标准化培训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7黄宇思 高铁乘务1702长沙南站伤残旅客乘车服务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9刘银 高铁乘务1702南京南站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2尹优志 高铁乘务1702广州客运段乘务员服务礼仪培训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28段帅帅 高铁乘务1702K495次列车旅客突发疾病应急处置方案设计

刘倩 201702103233周思良 高铁乘务1702邵阳西站疫情期间旅客乘车方案设计
刘倩 201602103228郭志韬 高铁乘务1702杭州东站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方案设计
刘倩 计数 13 13
刘蔚 201704126129吕翀 物网(家居)1702学生选课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蔚 201704126134何水金 物网(家居)1702智能家居安防系统
刘蔚 201704126132马永辉 物网(家居)1702智慧养殖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蔚 201704126130李烨 物网(家居)1702学生宿舍管理设计与实现
刘蔚 201704126133成芳芳 物网(家居)1702学生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7122周灿 物网(软件)1703小区超市库存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7124陈磊 物网(软件)1703图书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7119李袁昊 物网(软件)1703智能餐厅系统
刘蔚 201704127123夏晨 物网(软件)1703基于安卓APP家居安防系统设计与实现
刘蔚 201704127120刘诗琦 物网(软件)1703你好公司人事部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5150李鑫 物网(智物)1701智能花卉大棚的设计与实现
刘蔚 201704125143陈倩 物网(智物)1701木材厂安防与粉尘监测系统
刘蔚 201704125141肖银兰 物网(智物)1701智能化蔬菜大棚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蔚 201704125142龙泉 物网(智物)1701溜溜零食店仓储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5145孟玉杰 物网(智物)1701高校宿舍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5151张颖 物网(智物)1701智能养殖场监控系统
刘蔚 201704125144贺启涛 物网(智物)1701酒店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5147李丽萍 物网(智物)1701智能温室大棚的实时监测系统
刘蔚 201704125148肖晓岚 物网(智物)1701棉纺织厂环境监测与防控
刘蔚 201704125146李成荣 物网(智物)1701仓库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5140储雨鑫 物网(智物)1701图书馆管理系统
刘蔚 201704125149毕文铭 物网(智物)1701药品仓库管理系统
刘蔚 计数 22 22
刘香丽 201704122113王璟璨 计应(JAVA)1701图书借阅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2105邱志宽 计应(JAVA)1701基于Android的连连看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2136吴鑫柱 计应(JAVA)1701基于PHP吃真香火锅店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2119刘娉婷 计应(JAVA)1701果蔬在线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2215宁曼曼 计应(JAVA)1702基于Android拼图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1134杨唐义 计应(安卓)1703基于Android的多媒体播放器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1102张可扬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引擎五子棋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1138曾维兴 计应(安卓)1703基于java的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1132覃永和 计应(安卓)1703基于PHP的服装销售网站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05刘欣慧 移动1701 基于Android极简记帐APP的设计与开发
刘香丽 201704128124付琪美 移动1701 基于MySQL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22肖莛盛 移动1701 “亭胜记词”APP的设计和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04孙志宇 移动1701 Milk先生服饰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17王艳 移动1701 彩仙子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23邓玉洁 移动1701 基于Html5小蜜蛋糕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10廖园园 移动1701 吃货铺网站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12曾午 移动1701 食尚购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14张鑫 移动1701 熊猫记事本APP的设计与开发
刘香丽 201704128107罗策 移动1701 迈步服饰旗舰店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201704128102李多 移动1701 夕夕小说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刘香丽 计数 20 20
刘意文 201702133127陈慧敏 会计1701 锋佳机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28周敏 会计1701 湖南rero服饰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7谢慧湘 会计1701 漆鑫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18彭思静 会计1701 湖南吉星家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9李涛涛 会计1701 湖南桃幺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20洪晨雨 会计1701 湖南辰浴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21岳苗 会计1701 湖南筱朝电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24朱彬 会计1701 湖南朱迪体育用品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25陆新如 会计1701 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26陈睦 会计1701 深圳美力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12何小云 会计1701 云青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6王建韬 会计1701 长沙康和家电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刘意文 201602106345李新娟 会计1606 长沙研邦铜铝材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计数 13 13
刘雨之 201701111127许仕杰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盛谷仓储物流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101周瑶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湖南瀚顺茶业商贸公司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104唐雅萱 物管(电商物流)1701常德速尔快递物流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115刘益玲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湖南南湘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117文耀伟 物管(电商物流)1701常德市临澧县步步高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105颜文娇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昌威物流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133江奕锋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富丽真金家具退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刘雨之 201701111134邓传林 物管(电商物流)1701怀化市迎丰西路大润发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137张海彬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天天快递星沙分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453周青明 物管(电商物流)1704宏达制气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447文昌 物管(电商物流)1704本来鲜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450左朝晖 物管(电商物流)1704邵阳市中通速递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刘雨之 201701111448蒋尤超 物管(电商物流)1704长沙市环化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449李思思 物管(电商物流)1704湖南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201701111451刘娟 物管(电商物流)1704湖南风吹荷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刘雨之 201701111452周国庆 物管(电商物流)1704上海远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刘雨之 计数 16 16
龙英 201705097115欧智智 汽车1701 一汽大众宝来团购活动方案设计
龙英 201705097117王琪 汽车1701 长沙中升之宝4S店宝马3系自驾游活动方案设计
龙英 201705097119杨鑫蔚 汽车1701 湖南仁孚4S店奔驰A级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龙英 计数 3 3
卢灿 201705098121杨柯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测温系统设计
卢灿 201705098120肖志豪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电动自行车转速里程表的设计
卢灿 201705098119肖芝颖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51单片机的16×16LED点阵显示屏设计
卢灿 201705098122肖佳佳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粮仓控制系统
卢灿 201705098117易博宇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的控制设计
卢灿 201705098118张山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设计
卢灿 201705098123杜博文 电子(机器人)1701家用可燃气体检测系统
卢灿 计数 7 7
罗杏玲 201701108105游敏 物管(企)1701长沙大唐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9杨剑 物管(企)1701湖南顺捷物流有限公司DC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6瞿姜 物管(企)1701湖南乐马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云仓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4金旭华 物管(企)1701长沙顺丰配送中心作业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6谢江龙 物管(企)1701湖南双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22易媛 物管(企)1701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1龙涛 物管(企)1701中山市兴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仓库5S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5许光宗 物管(企)1701南海盐步速尔快递有限公司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7曾霞 物管(企)1701长沙安能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0吴超 物管(企)1701国商物流嘉兴服装仓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8游灿 物管(企)1701顺丰星沙物流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20李小燕 物管(企)1701东莞市势必达物流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7周姣连 物管(企)1701鸿发家电厨具日杂五金百货店仓库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3欧阳兴东 物管(企)1701中铁五局四川省九绵高速公路材料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1廖书跃 物管(企)1701深圳龙岗区华润万家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8何子琴 物管(企)1701长沙步步高超市（旭辉国际广场店）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9周祁松 物管(企)1701顺丰星沙物流集散中心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21田洋洋 物管(企)1701祁阳万联超市食品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3向微 物管(企)1701苏宁电器长沙圭塘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23郑佩 物管(企)1701大润发（怀化店）仓库的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25陈思梅 物管(企)1701湖南博渡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2汪蕾 物管(企)1701安能物流长沙分拨中心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04戢红静 物管(企)1701成都中微普业科技有限公司物料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201701108112陈斌强 物管(企)1701圆通速递长沙转运中心快递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罗杏玲 计数 24 24
马红萍 201701109108伍湘林 物管(国)1701长沙锦程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方案
马红萍 201701109110王心怡 物管(国)1701衡阳市香江百货生鲜流通优化设计方案
马红萍 201701109101陈雅斯 物管(国)1701通达物流衡阳市步云桥镇分公司零担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9111姚银 物管(国)1701深圳世必达跨境电商公司疫情物流优化方案
马红萍 201701109112陈明慧 物管(国)1701广东信丰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马红萍 201701109107邓雨晴 物管(国)1701上海中铁快运高铁快递运输的优化方案
马红萍 201701109102谢繁 物管(国)1701长沙实泰物流公司运输质量优化方案
马红萍 201701109105万蕾 物管(国)1701恒广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9106杨小钰 物管(国)1701苏宁物流快递包装回收优化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9103卜丹 物管(国)1701国通物流长沙分拣中心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9104石青英 物管(国)1701深圳市中瑞通快递有限公司快递末端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8539易龙辉 物管(企)1705湘潭市圆通速递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8540胡鑫 物管(企)1705长沙小药药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8541陈朗 物管(企)1705湖南广汽顺捷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8544毛观虎 物管(企)1705湖南兆邦陶瓷有限公司装卸作业优化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8542周斌 物管(企)1705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8543李雷 物管(企)1705湖南位元堂医药有限公司库存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701108538阳妮 物管(企)1705广州市怡芯康药房库存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马红萍 201601109128倪娟 物管（国）1601长沙顺丰速运快递包装回收物流优化方案
马红萍 201601109131曹望 物管（国）1601湖南畅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业务优化设计方案
马红萍 201601109133白东 物管（国）1601湖南准时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配送环节优化设计
马红萍 201601109136龚琴 物管（国）1601长沙迪顺物流配送优化方案
马红萍 计数 22 22
马建翠 201705105107于耀波 港航(乘务)1702游轮跨年夜方案设计
马建翠 201705105106潘佳慧 港航(乘务)1702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亲子之旅方案设计
马建翠 201705105109唐佳钰 港航(乘务)1702黎巴拉女生和李梓先生的婚宴设计
马建翠 201705105103侯洁琳 港航(乘务)1702“浪漫满屋”婚宴设计方案

马建翠 201705105101颜莎 港航(乘务)1702“为爱起航”婚宴设计方案

马建翠 201705105108罗敏泉 港航(乘务)1702“抒情号”邮轮婚礼设计

马建翠 201705105104曾晶萍 港航(乘务)1702婚宴菜单设计
马建翠 201705105105邓丽 港航(乘务)1702皇家加勒比邮轮旅游团接待方案
马建翠 201705105102贺红梅 港航(乘务)170220周年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马建翠 201705096105唐斌 港航1701 水果海运冷藏集装箱装载方案设计
马建翠 201705096111余泽 港航1701 海上游轮消防演习方案设计
马建翠 201705096115王畅通 港航1701 海上消防演习方案设计
马建翠 201705096109刘焱 港航1701 船舶碰撞后的处理方案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2李宇飞 物管(企)1708长沙兴唐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14刘学理 物管(企)1708湖南巨鲸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13刘小虎 物管(企)1708天地华宇物流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9周斌 物管(企)1708京东物流衡阳分拣中心出库业务优化



马建翠 201701108803邓傲 物管(企)1708京东商城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15唐蕾 物管(企)1708武冈万事达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16杨晓丽 物管(企)1708安能物流有限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12曾惠梅 物管(企)1708哈药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1石雅倩 物管(企)1708安得物流公司冷链物流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6龚聂双 物管(企)1708京东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5陈利海 物管(企)1708长沙正昊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作业流程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7张亚婷 物管(企)1708天地华宇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11舒丽莹 物管(企)1708广州德邦物流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4何林 物管(企)1708中铁五局江门项目入库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201701108808缪蕊蕊 物管(企)1708京东物流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马建翠 计数 28 28
缪桂根 201701111208邹晓芸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侯家塘温尔登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5潘婧 物管(电商物流)1702卜蜂莲花星沙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0廖纯 物管(电商物流)1702上海天运物流森马服装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1刘祥宴 物管(电商物流)1702骏达物流宝安仓库搬运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3管伟 物管(电商物流)1702中通快递衡阳市祁东县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4唐嘉莹 物管(电商物流)1702中国邮政长沙县调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5陈慧慧 物管(电商物流)1702美宜佳湖南农业大学店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6刘淑梅 物管(电商物流)1702快鱼服饰东莞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2刘冰妍 物管(电商物流)1702如意日化百货配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7吴明珠 物管(电商物流)1702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医药      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2黄小明 物管(电商物流)1702株洲芦淞区株百物流中心入库作业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8殷泽峰 物管(电商物流)1702浏阳市中通快递营业网点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1熊佳岚 物管(电商物流)1702湖南都人士电子商务公司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6胡媛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新佳宜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3杨桦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申联仓库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14李园勰 物管(电商物流)1702零食很忙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7杨武 物管(电商物流)1702长沙岳麓区京东分公司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201701111209向心雷 物管(电商物流)1702SHE服装公司采购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缪桂根 计数 18 18
欧阳红巍 201704123319肖雨薇 电商1703 V COFFEE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欧阳红巍 201704123404龚静茹 电商1704 艾菲扬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欧阳红巍 201704123526陈凯 电商1705 &quot;食在糕&quot;网店美工设计

欧阳红巍 201704123509阮旭粤 电商1705 “爱克蒂尼蛋糕”网店美工设计

欧阳红巍 201704123528刘美华 电商1705 日食记美食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欧阳红巍 201704123510龙启锐 电商1705 “憨豆熊”网店美工设计

欧阳红巍 201704123531万文静 电商1705 EGA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欧阳红巍 201704123515邓倩 电商1705 RT玩具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欧阳红巍 计数 8 8
彭合才 201704123118胡壮志 电商1701 “菲饰欧狸”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彭合才 201704123133杨子建 电商1701 “叮叮当当宠物”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彭合才 201704123119袁佳斌 电商1701 “湘味轩特产” 网店美工设计

彭合才 201704123121王本雄 电商1701 “布丁熊”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彭合才 计数 4 4
彭茜薇 201701109234熊也 物管(国)1702莲城生鲜超市配送模式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26黄婷 物管(国)1702桃源县金健乳业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33何鸿磊 物管(国)1702众合物流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27郭璐璐 物管(国)1702长沙美菜网生鲜配送中心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28唐婷 物管(国)1702广州杰鑫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32陈翔 物管(国)1702邦联医药物流运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30王奕玲 物管(国)1702祁阳县新华书店配送模式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31向利蓉 物管(国)1702大舜医药物流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35翟晓青 物管(国)1702湖南佳惠百货服装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201701109229舒燮芳 物管(国)1702湖南靓达有限公司物流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彭茜薇 计数 10 10



秦颖 201701111333谢卓湘 物管(电商物流)1703速必达希杰物流有限公司湖南电器城配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25宁晶 物管(电商物流)1703深圳市全世达快递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秦颖 201701111343刘峻岑 物管(电商物流)1703百世快递长沙转运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34李晶 物管(电商物流)1703德邦快递宁乡市创业大道营业部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23何美珍 物管(电商物流)1703衡阳香江百货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11332陈婉婷 物管(电商物流)1703苏州市昊盛物流公司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26马琼 物管(电商物流)1703浏阳长兴安置区中通快递派件作业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11324唐婷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市星沙步步高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11327钟慧 物管(电商物流)1703徐州准信物流有限公司配送线路优化设计方案
秦颖 201701111339杨璐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县星沙乐尔乐超市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11336王亚辉 物管(电商物流)1703平江县金尔嘉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11328王颐 物管(电商物流)1703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星沙配送中心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秦颖 201701111329郭羡妮 物管(电商物流)1703圆通速递长沙县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44黄帅 物管(电商物流)1703岳阳市海纳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35黄俊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华人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42敖阳 物管(电商物流)1703常德大润发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11330伍淞妍 物管(电商物流)1703广州唯品会有限公司佛山仓库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秦颖 201701111331汪丹 物管(电商物流)1703韵达速运长沙县分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338王瑶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星沙步步高超市泉塘店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秦颖 201701111341周家富 物管(电商物流)1703韵达快递长沙转运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11337刘熠 物管(电商物流)1703长沙万里物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11454唐丽媛 物管(电商物流)1703裕森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秦颖 201701108319陈界围 物管(企)1703长沙商业物流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08320罗秀琴 物管(企)1703长沙恒冠塑胶有限公司分拣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08318王锦涛 物管(企)1703佛山市禅城区金翅食品经营部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08324胡杰 物管(企)1703衡阳人和超市仓库在库管理作业优化设计
秦颖 201701108321贺琛 物管(企)1703深圳百果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白云配送站点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201701108322陈米峰 物管(企)1703长沙苏宁物流退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秦颖 计数 28 28
沈治国 201705098108王景松 电子(机器人)1701电梯控制系统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1晏佳珍 电子(机器人)1701一种智能垃圾桶的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9胡帅 电子(机器人)1701基于PLC的物料分拣控制系统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6朱沛仙 电子(机器人)1701一种智能风扇的设计
沈治国 201705098107徐月利 电子(机器人)1701大棚自动检测系统设计
沈治国 计数 5 5
石通和 201439400141丁佳瑶 酒店1701 陈简曦与童安“三生三世”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59彭雅萱 酒店1701 “绿色大自然”环境保护文化交流会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55赵庆 酒店1701 江先生和方小姐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28冯鑫沛 酒店1701 2019新媒体大会会议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34罗艳 酒店1701 朱先生与孙女士“一生守护”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12鄢淋 酒店1701 国际中文大会团队的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06祝小叶 酒店1701 张艺兴团队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01毛轩宇 酒店1701 刘老先生寿诞主题客房设计
石通和 201702104124黄珊珊 酒店1701 张先生和李小姐“龙凤呈祥”传统中式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44吴樱 酒店1701 彭先生和陈小姐“佳偶天成”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38郭佳 酒店1701 王先生和孔小姐“比翼双飞”婚宴接待方案设计
石通和 201702104142刘洁 酒店1701 陈先生和刘小姐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14杨凌 酒店1701 湖南隆华国际酒店2019国际中文大会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36谢紫林 酒店1701 “天作之合”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15涂园 酒店1701 周先生与陈小姐婚礼酒会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39刘柳慧 酒店1701 段承言小宝宝满月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22雷思华 酒店1701 农夫山泉公司2019年会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21魏舒彤 酒店1701 中南大学电化学会议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20唐迷 酒店1701 王俊凯团队会议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19欧阳棋萱 酒店1701 王先生与孔小姐“缘定今生”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17邓文慧 酒店1701 “蓝色爱之旅”西式婚宴接待方案



石通和 201702104140周慧 酒店1701 国际科技创新研讨会接待方案
石通和 计数 22 22
史鸽飞 201705099126毛逢缘 工程物流1701卓为物流有限公司新建仓库布局规划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9125龚乐成 工程物流1701洗涤塔物流运输方案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9124陈志星 工程物流1701德邦中置轴货车引入及路径优化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1苏雪 物工1701 顺丰速运湘北东方红重货场地布局及流程优化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0刘星材 物工1701 家家乐超市仓库装卸搬运方案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7王祖荣 物工1701 金山华联超市入库方案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5杜洋 物工1701 某手机企业仓库布局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6邱杨 物工1701 湖南步步红超市仓储入库管理优化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18盛娟 物工1701 A物流公司的物流网络优化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19唐咸顺 物工1701 长沙旺德府顺丰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史鸽飞 201705095124王智勇 物工1701 W物流公司新物流中心的选址和规划设计

史鸽飞 计数 11 11
舒晖 201705099121彭文广 工程物流1701某连锁生鲜优选超市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舒晖 201705099120肖汉凡 工程物流1701中宁物流园区布局规划设计
舒晖 201705095110孙文提 物工1701 某日化品配送中心布局设计
舒晖 201705095106喻星宇 物工1701 Y日化品公司配货作业仿真与优化

舒晖 201705095112孙志豪 物工1701 某物流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建模仿真与优化
舒晖 201705095107邹锂 物工1701 基于Flexsim的某变压器零件生产系统仿真与优化
舒晖 201705095102张澳 物工1701 湘阴至长沙大闸蟹运输方案设计
舒晖 201705095103黄春 物工1701 某水果公司配送路径优化
舒晖 201705095115黄江 物工1701 长沙某公司药品配送路线优化
舒晖 201705095104桂俊 物工1701 某日化品仓库分拣系统建模及仿真分析
舒晖 201605095122郭钞 物工1601 某混凝土公司仓库选址设计
舒晖 计数 11 11
孙彭城 201705097121余智辉 汽车1701 长沙和信丰田4S店冬季体验日活动方案设计
孙彭城 201705097108彭智超 汽车1701 长沙力天福特4s店元旦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孙彭城 计数 2 2
孙晓庆 201704123102周晓倩 电商1701 安妮森林annforest淘宝店运营优化设计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131廖白兰 电商1701 米薇家包包流量提升设计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107杨英 电商1701 澳诺娅女装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111张园 电商1701 茵曼箱包旗舰店运营销量提升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136罗婷 电商1701 泡芙女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128周龙云 电商1701 生物男开的水族馆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130王彬双 电商1701 慕思家俱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201胡亮 电商1702 港仔文艺男天猫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27刘建华 电商1702 “港仔先生”店铺运营方案优化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215谭璐 电商1702 馨帮帮淘宝店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16肖煜 电商1702 “帕霏女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230周巧 电商1702 木子小哥淘宝店铺流量提升设计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10欧阳方俊 电商1702 “芃斯”旗舰店流量提升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24周思维 电商1702 &quot;韩日风地带&quot;网店转化率提升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204何鹏 电商1702 天猫陶瓷故事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36罗澍晴 电商1702 韩束官方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3129123朱灿 电商1702 “老莫同学“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212蔡浩 电商1702 RACE工作室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26熊清凡 电商1702 “小周的护肤品”店铺装修与运营优化设计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05彭梦豪 电商1702 方寸先生原创男装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217尹文健 电商1702 “西山好牛”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203何娟秀 电商1702 环球鞋类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2101115廉利 电商1702 “方帝旗舰店”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222杜姗 电商1702 绒耳朵earpopo淘宝店运营方案优化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334王晴 电商1703 留下1992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312曹娟 电商1703 鹭青一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315麻唯康 电商1703 “港仔文艺男”店铺双十二活动方案策划与实施



孙晓庆 201704123328谢巧秀 电商1703 森马服饰淘宝店运营方案优化设计
孙晓庆 201704123311杨兴容 电商1703 hollyii哈里韩风实拍店铺的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322彭哲 电商1703 拉窝姐姐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333李小军 电商1703 伊斐净宝店铺转化率提升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313欧阳艳芳 电商1703 yesgirl叶子家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335文广妹 电商1703 宿系之源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324欧红艳 电商1703 fromlala瘦竹竿淘宝转化率提升方案

孙晓庆 201704123513刘子瑶 电商1705 dont bite eyes 店铺提升转化率设计方案

孙晓庆 计数 35 35
谭新明 201701116113符成韬 采购1701 榔梨湘桦购物广场水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201701116114李娟 采购1701 广东本来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调味品报价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201701116109肖聪 采购1701 “珊珊便利店”速冻食品供应商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201701116111钟文容 采购1701 东莞市新集诚塑胶五金有限公司杂货项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201701116110胡婷 采购1701 长沙酸奶特工店供应商的选择方案优化设计
谭新明 201701116112朱豪 采购1701 娄底市娄星区奇得胜超市冷品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21姜楠 物管(企)1706樊起航便利店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谭新明 201701108618张鑫宇 物管(企)1706安源区中通快递服务站配送优化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23龙鑫浩 物管(企)1706盒马鲜生长沙B2B常温仓拣货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16周倩 物管(企)1706衡阳市百世快递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12陈阳 物管(企)1706本来生活华南仓生产线优化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20郑晓艳 物管(企)1706隆回县京东快递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13李吉 物管(企)1706步步高超市湘潭芙蓉广场店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谭新明 201701108624李金鑫 物管(企)1706深圳市都市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17刘琳 物管(企)1706长沙易初莲花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谭新明 201701108615邱思莹 物管(企)1706长沙鸿凯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采购流程优化设计
谭新明 201701108625吴娇娇 物管(企)1706诺维（湖南）食品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谭新明 201701108614谢乐亭 物管(企)1706广东天美联盟日化科技有限公司仓储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谭新明 201701108622蔡丽芹 物管(企)1706广东好又鲜广东常温仓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谭新明 计数 19 19
谭璇 201702100101张梦柳 空乘1701 南方航空空乘人员机上颠簸自我保护培训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3廖佳丽 空乘1701 CZ3141次航班“母亲节”主题活动策划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4吴水姣 空乘1701 深圳航空客舱旅客突发疾病应急处理方案
谭璇 201702100111雷缓 空乘1701 九元航空机上爆炸物处置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5缪梦帆 空乘1701 海南航空公司客舱春节活动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9黄颖洁 空乘1701 张家界荷花机场餐厅疫情防控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6娄菲 空乘1701 南方航空公司中秋节客舱活动方案
谭璇 201702100110艾溶 空乘1701 长龙航空地面值机防疫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2曾丽颖 空乘1701 春秋航空公司乘务员客舱安全培训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7谢昕 空乘1701 东方航空国庆节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谭璇 201702100108杨子艺 空乘1701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班延误服务保障优化方案
谭璇 计数 11 11
汤澜 201603130139罗娇玲 国贸1701 卓瑞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5黄婷 国贸1701 浏阳市金口日升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0谭蓉 国贸1701 达顺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6郭丹 国贸1701 广东爱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8廖婧 国贸1701 永州宏伟针织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31詹天忆 国贸1701 深圳市傲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设计方案
汤澜 201703130142陈超 国贸1701 长沙冬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4李路 国贸1701 长沙星明外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3王玉梅 国贸1701 宁波璀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1戴烨烨 国贸1701 江苏天鸿纺织品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38李丽华 国贸1701 深圳市小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7汤唏 国贸1701 天明路漫索电子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50严雨顺 国贸1701 广东顺事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33杨妮 国贸1701 深圳市好乐玩具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36丁玉珍 国贸1701 伊莎尔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34喻灿 国贸1701 深圳市富士山科技有限公司进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39罗施思 国贸1701 广州贸友谊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
汤澜 201703130132阳永进 国贸1701 长沙市东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35李洪 国贸1701 深圳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49古萃君 国贸1701 长沙湘繁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51郑佳成 国贸1701 长沙邦通商贸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703130153廖小英 国贸1701 浙江泰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201537101002谢鹏辉 国贸1501 广州华源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汤澜 计数 23 23
唐慧敏 201702106139廖明艳 会计1702 湖南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6134杨琼 会计1702 长沙六六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慧敏 201702106135罗玉婷 会计1702 湖南绿谷服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6137吕丹 会计1702 湖南安安服饰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唐慧敏 201702106138刘义 会计1702 盛义霖云电脑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7137刘文彬 金融1701 永胜木材加工有限公司仓单项下存货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7136贺思宇 金融1701 锐意贸易有限公司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7135方碧蓉 金融1701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南路分理处“物流保付通”产品推广方案
唐慧敏 201702107133辛勇 金融1701 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唐慧敏 201702107134曾巧 金融1701 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7131黄丹霞 金融1701 重庆大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变速器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唐慧敏 计数 11 11
唐顺之 201702106422汤学海 会计1705 象新玩具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7孙慧敏 会计1705 湖南新鲜果王连锁水果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1刘茜 会计1705 Z公司采购成本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31蔡娟 会计1705 ETT电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32朱微 会计1705 西西凌公司存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唐顺之 201702106423刘盼 会计1705 T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33徐冬玲 会计1705 丞星服装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8李鑫凝 会计1705 新城联昌有限责任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9莫佳逸 会计1705 新尔酒业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6罗姜 会计1705 J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5李美莲 会计1705 UK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4何艳 会计1705 H药业集团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唐顺之 201702106434蒋小婷 会计1705 H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计数 13 13
陶珂 201703129139吴秋利 商务英语1701湖南智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陶珂 201703129140卢宇杰 商务英语1701富海通国际货代公司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参展方案
陶珂 201703129144欧艳平 商务英语1701深圳市鸿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20 年印度自动化博览会参展方案
陶珂 201703129135刘洁 商务英语1701深圳市艺唯酒业有限公司托拿利尼品牌营销方案
陶珂 201703129136李芳萍 商务英语1701深圳乐天集团接待巴基斯坦客户的方案设计
陶珂 201703129133陈雨欣 商务英语1701运筹国际物流公司第四届国际货运交易参展方案公司参展方案
陶珂 201703129143张怡婷 商务英语1701湖南蓝色理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宠物智能喂食器亚马逊平台站内推广方案
陶珂 201703129137谭冬菊 商务英语1701广州启航服装有限公司“双十一”网络营销方案
陶珂 201703129138钱媛 商务英语1701美的集团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陶珂 201703129141张妮 商务英语1701东莞市天隆达制罐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陶珂 201703129142李亚娟 商务英语1701深圳艾深科技有限公司智能除螨杀菌产品促销方案
陶珂 201703129134周梦琪 商务英语1701深圳市创生达电子有限公司无线耳机促销方案
陶珂 201703129202文紫馨 商务英语1702梨树全创科技有限公司印刷电路板国际 3C 电子智能装备展览会参展 方案
陶珂 201703129201张小莉 商务英语1702中山雅家乐卫浴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陶珂 201702100212鲁佳乐 商务英语1702广州棒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扫地机器人网络营销方案
陶珂 计数 15 15
童清华 201703094112刘静蕾 文秘1701 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接待湖北省代理商代表团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11潘婷 文秘1701 广州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接待湖南省高职院校院长代表团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13李良玉 文秘1701 恒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年会方案策划书
童清华 201703094114刘宇 文秘1701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2020年茶艺博览会参展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03崔钟月 文秘1701 广州市汇美服装有限公司秋冬服装新产品发布会策划书



童清华 201703094104尹业萍 文秘1701 湖南亘晟门窗有限公司门窗博览会参展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05杨丹丹 文秘1701 湖北保重保险代理有限公司2020年会活动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06方晓丹 文秘1701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长城T42系列笔记本新产品发布会策划书
童清华 201703094107何巧雅 文秘1701 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汽车用品展招展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01朱荷雨 文秘1701 清远阿贝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年会活动策划书
童清华 201703094108朱思丽 文秘1701 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2019服装展览会招展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02黎友琴 文秘1701 长沙绝艺食品有限公司年会策划方案
童清华 201703094110廖丽娜 文秘1701 长沙博盛有限公司十周年庆典活动策划书
童清华 201703094109周晓红 文秘1701 阿斯顿英语有限公司年终庆典活动策划书
童清华 计数 14 14
童一帆 201702104156张晶 酒店1701 付先生与钱女士“画你为诗”草坪婚礼设计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32罗正午 酒店1701 罗先生“福如东海”寿宴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08黄明钰 酒店1701 张先生和马小姐的婚宴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54龙思凤 酒店1701 李先生和刘女士婚宴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53胡瑶 酒店1701 “王先生和杨小姐“爱的海洋”婚宴设计”
童一帆 201702104152尤昕熠 酒店1701 华菱集团新春团拜年会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51宁洁萍 酒店1701 无障碍主题客房方案设计
童一帆 201702104109周朗 酒店1701 “樱为爱”主题婚庆宴会设计

童一帆 201702104126霍心星 酒店1701 爱情海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47胡兴 酒店1701 “锦绣良缘”婚宴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46鲁晴 酒店1701 “余生为伴”婚宴接待方案设计

童一帆 201702104158鲁田甜 酒店1701 圣爵菲斯大酒店“野外生存主题客房”设计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16朱芷炫 酒店1701 “长乐未央”婚宴宴会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45易纯 酒店1701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商务人员招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43杨斌 酒店1701 李女士“寿比南山”寿宴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07谢炜 酒店1701 谢先生与李小姐“凤冠霞帔”主题婚礼接待方案设计
童一帆 201702104105彭志超 酒店1701 &quot;缘定今生&quot;主题婚宴设计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30向梓华 酒店1701 “永结同心”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童一帆 201702104129杨清钰 酒店1701 王先生和田小姐“中式婚宴”接待方案设计
童一帆 计数 19 19
万里 201704122237谭超 计应(JAVA)1702基于PHP的”红爱心慈善机构“网站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2208刘鑫 计应(JAVA)1702基于JSP的衣服购物网站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2230邓岭峰 计应(JAVA)1702基于php的电脑及设备购物网站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05黄俊杰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的愤怒的小鸟游戏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09肖龙宇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技术的“求生战场”游戏开发与制作
万里 201704121124彭浪 计应(安卓)1703基于 Unity 的“绝地枪战”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10肖立鹏 计应(安卓)1703基于PHP技术的途乐行旅游网站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42廖子康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3d的”末世求生”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27贺敏学 计应(安卓)1703基于PHP技术的超级玩家网站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30陈杰 计应(安卓)1703基于PHP开发的时尚潮流衣服裤子网购网站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29周欢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的僵尸杀手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37贺黎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3D技术的”荒漠古镇”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万里 201704121131彭磊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3D的”骑士与怪物”RPG游戏设计与实现
万里 计数 13 13
王安 201701109201邓雨涵 物管(国)1702“心连心”连锁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8张玉娇 物管(国)1702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06李婷 物管(国)1702物流职院菜鸟驿站快递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05张洋 物管(国)1702长沙县韵达公司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07傅才东 物管(国)1702香江百货高兴店库存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王安 201701109208谭宗询 物管(国)1702长沙君宁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3欧赛男 物管(国)1702良品铺子武汉仓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5王晓燕 物管(国)1702湖南水车田公司果蔬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09李梦霞 物管(国)1702永辉超市生鲜商品物流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02廖海倩 物管(国)1702郴州唯美L&D瓷砖公司瓷砖运输流程改进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0彭慧敏 物管(国)1702东江鱼实业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4卢陈艳 物管(国)1702华联一品安仁店冷链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1唐新蒂 物管(国)1702湖南神州速运有限公司货物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2曾嫣 物管(国)1702长沙县邮政派件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16唐澜 物管(国)1702斗南花卉物流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王安 201701109203蒲玉玲 物管(国)1702湖南靓达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201701109204陈佩 物管(国)1702茅台公司销售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王安 计数 17 17
王朝晖 201515601012任鑫 物管(企)1702惠州市大亚湾区韵达快递分拣中心优化方案
王朝晖 201701108232李明昊 物管(企)1702古县德邦快递配送业务流程优化
王朝晖 201701108234乔乙洲 物管(企)1702东来顺冷链物流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王朝晖 201701108233汪子燕 物管(企)1702金凯名烟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21林扬 物管(企)1702三一小区中通速递末端配送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26熊思思 物管(企)1702龙岗区顺丰物流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40杨霈 物管(企)1702金帝来食品有限公司冷链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王朝晖 201701108238高晨 物管(企)1702湖南广汽顺捷入库作业流程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35徐慧 物管(企)1702长沙顺丰冷链运输作业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42张沁怡 物管(企)1702株洲百货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王朝晖 201701108225张攀攀 物管(企)1702顺丰（长沙古曲路网点）最后五百米派送模式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44龙煌 物管(企)1702宝利金电子公司生产车间布局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27唐伟三 物管(企)1702城步鸿阳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王朝晖 201701108222丁珈珞 物管(企)1702幸福小屋揽货配送业务流程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30青哲宇 物管(企)1702长沙市芙蓉区韵达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24周婷婷 物管(企)1702京东物流集散中心作业流程优化
王朝晖 201701108245覃上典 物管(企)1702板栗的在库储存优化设计方案
王朝晖 201701108229秦强 物管(企)1702大广发物流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28曾咸亮 物管(企)1702长沙冰雪冷藏物流仓储布局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31万芳余 物管(企)1702杭州易寒冷链物流仓储布局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39朱青 物管(企)1702果之友冷链物流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23卿娟 物管(企)1702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生产现场5S管理方案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19唐凌华 物管(企)1702长沙雨花区德邦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43杨雅娜 物管(企)1702湖南刘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41肖典俊 物管(企)1702长沙安吉零部件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36杨森清 物管(企)1702长沙市仟吉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布局优化设计
王朝晖 201701108220刘洪李 物管(企)1702宏鑫发豆笋厂订货批量优化方案
王朝晖 201701108237周密 物管(企)1702长沙家乐福超市芙蓉广场店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王朝晖 计数 28 28
王晨 201341802020胡涛 物管（信）1320RFID在康复医院药品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方案设计

王晨 计数 1 1
王芳 201702106520周鸿艳 会计1706 讪讪零售企业货币资金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王芳 201702106519刘慧 会计1706 湖南新驰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王芳 201702106501王礼鑫 会计1706 湖南省芷伊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02全巧霞 会计1706 长沙正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04余青 会计1706 伊人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8李媛 会计1706 湖南永英药业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设计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4刘婧 会计1706 有趣超市库存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王芳 201702106526刘静 会计1706 嘉世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流程设计方案
王芳 201702106517陶洁 会计1706 上海晶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7邓玉翠 会计1706 湖南爱扬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王芳 201702106518何晶晶 会计1706 湖南华一茶言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3陈鑫辉 会计1706 湖南紫晴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优化设计
王芳 201702106522郭晶晶 会计1706 湖南晶伦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5高雅 会计1706 湖南惠新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王芳 201702106503贺丽君 会计1706 天天购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1侯俊杰 会计1706 圈斗优动漫社团成本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王芳 201602106350黎缘 会计1603 湖南佳源服装公司财务控制制度优化设计
王芳 计数 17 17
王宏宇 201704126106隆湛 物网(家居)1702学生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6110秦渡 物网(家居)1702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6104李洁龙星 物网(家居)1702宿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7104王尊裕 物网(软件)1703智能农业大棚管理系统
王宏宇 201704127101倪美玉 物网(软件)1703办公室环境监测APP的设计与开发
王宏宇 201704127102刘雨松 物网(软件)1703乡村卫生所医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7105欧阳杰 物网(软件)1703粮食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开发与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7106王景德 物网(软件)1703农场环境监控App设计及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5110周慧敏 物网(智物)1701单身公寓智慧系统设计及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5103邓海燕 物网(智物)1701物流中心仓库管理系统
王宏宇 201704125111洪敏 物网(智物)1701蔬菜大棚的生长环境控制系统
王宏宇 201704125112肖子豪 物网(智物)1701超市进销存管理系统
王宏宇 201704125109刘丽 物网(智物)1701物联网智能化农村环境监测系统
王宏宇 201704125104常开兴 物网(智物)1701校园在线拍卖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宏宇 201704125105黎丽丽 物网(智物)1701农副产品管理系统
王宏宇 201604126118谢谨阳 物网1602 餐饮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宏宇 计数 16 16
王珂达 201704136106应骁健 物信(大数据)1702基于微信小程序的食堂点餐系统
王珂达 201704136112陶欣茹 物信(大数据)1702基于杨梅酒酒类防伪追溯平台设计方案
王珂达 201704136103唐莉 物信(大数据)1702疫情小程序方案设计
王珂达 201704119109陈律 物信1701 培训管理系统的方案设计
王珂达 201704119113陈娆 物信1701 条形码在健身器材质量追溯和管理方 面的应用
王珂达 201704119118李紫雯 物信1701 KN95口罩的追踪溯源系统方案设计

王珂达 201704119111满有香 物信1701 web天气可视化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珂达 计数 7 7
王宁茜 201701134102李凤辉 物管(教改)1701步步高超市红星店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7潘宇诚 物管(教改)1701上海北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3彭萌 物管(教改)1701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低碳环境下城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12刘之云 物管(教改)1701湖南国联物流公司公路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10李阿幸 物管(教改)1701常德朗州路店大润发超市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11刘心如 物管(教改)1701浪度家私汉寿店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4郑惊湘 物管(教改)1701宇鑫物流科技门店到发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5曹宇珊 物管(教改)1701济南华联嘉华超市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6王承栋 物管(教改)1701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8奉辉杰 物管(教改)1701湖南宇鑫物流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1杨吉学 物管(教改)1701湖南德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物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34109张奕娇 物管(教改)1701长沙南极人嘉士仓库出库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1曾港 物管(企)1706长沙申通快递岳麓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5张玉容 物管(企)1706南京苏宁雨花物流FDC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11贺楠 物管(企)1706湖南顺捷物流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8李庆 物管(企)1706湖南白沙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出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3江晶晶 物管(企)1706长沙佳腾仓储有限公司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4易丹 物管(企)1706长沙中通星沙圆梦花园网点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6黄凯 物管(企)1706湖南天天快递衡阳运转中心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2张树强 物管(企)1706宇鑫物流公司高岭门店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201701108609赵银 物管(企)1706长沙市沫绿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王宁茜 计数 21 21
王频 201702133101陈玲 会计1701 多乐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7戴猷娜 会计1701 长沙锦禾制造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5喻雨红 会计1701 湖南兴起办公家具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4彭俊丽 会计1701 广东旺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6彭春玉 会计1701 湖南连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3李紫燕 会计1701 广州行星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2李双慧 会计1701 湖南宝安鞋业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07124邓玉秋 金融1701 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现金新干线”产品推广方案
王频 201702107130周鑫鹏 金融1701 湖南好运多电脑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王频 201702107129王屹 金融1701 南京维奇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质押融资项目监管风险管理方案



王频 201702107127赵卓智 金融1701 武汉金科尼棉花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王频 201702107125熊宇 金融1701 云南南田蜂蜜销售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王频 201702107126陈美亮 金融1701 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仓单项下煤炭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王频 201702107123张思思 金融1701 湖南省南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王频 计数 14 14
王思义 201704122145王敏 计应(JAVA)1701在线考试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38羊倩文 计应(JAVA)1701“邦奥”服饰公司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39彭文豪 计应(JAVA)1701图书馆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21刘陈昊 计应(JAVA)1701足不出户旅游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15杨娇 计应(JAVA)1701校园爱心捐赠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42朱泽姿 计应(JAVA)1701基于Android 开发的新闻APP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26李庆超 计应(JAVA)1701艾黎百货公司后台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40唐婷 计应(JAVA)1701学生宿舍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03李燕萍 计应(JAVA)1701便民商城后台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06吴军 计应(JAVA)1701杂货铺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125朱文康 计应(JAVA)1701“VIP购影视”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27张洁 计应(JAVA)1702“荼颜悦色”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09彭湘衡 计应(JAVA)1702”交通管家“APP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24刘宇 计应(JAVA)1702基于jsp鞋类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31童兴旺 计应(JAVA)1702“小童蛋糕”的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35李加加 计应(JAVA)1702花言巧语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17黎涛 计应(JAVA)1702基于PHP“户外防身”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02李文武 计应(JAVA)1702小说网站的设计与开发
王思义 201704122201付佳驹 计应(JAVA)1702网络考试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03闵夏宇 计应(JAVA)1702天使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04吴明霖 计应(JAVA)1702小霖鞋类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29李杰 计应(JAVA)1702“彼岸”手机交易论坛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07段丽红 计应(JAVA)1702汉服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2206王钟辉 计应(JAVA)1702编程学习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1117罗灿 计应(安卓)1703化妆品商城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1107刘文霞 计应(安卓)1703Web前端商城APP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1144谭晖 计应(安卓)1703美淘网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1141曾宇 计应(安卓)1703基于 ASP.NET的电子购物网站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201704128108汪溶情 移动1701 基于Android日常考勤系统app设计与实现
王思义 计数 29 29
王武 201704119133文龙 物信1701 民宿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王武 201704119132黄凌峰 物信1701 基于JSP的生鲜售卖动态网站的设计
王武 201604119128王一成 物信1601 RFID学生考勤系统设计

王武 201604119117杨洁 物信1601 图书馆网络配置方案设计
王武 计数 4 4
王亚丽 201702106107龙金卉 会计1702 湖南汇惠发展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8何彦慧 会计1702 湖南三木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46颜婕 会计1702 恒旺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3张艳 会计1702 帕旗服装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6汪蕾 会计1702 高升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2蔡婵娟 会计1702 湖南奇立装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4李霞 会计1702 湖南谦友农贸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5粟碧珍 会计1702 湖南爱硕家具有限公司成本费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50李尚美 会计1703 湖南尚品零食有限公司提高盈利能力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8晏乐 会计1703 湖南维盛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5刘歌 会计1703 佛山云端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4胡洁 会计1703 湖南星艺建材有限公司应收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3刘娜 会计1703 长沙瑶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6李佳丽 会计1703 湖南凯德新鞋业公司存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9丁茜 会计1703 长沙县星星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522405043周敏 会计1505 长春中车长客模具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522405042刘洋 会计1505 天业电力设备制造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522405044龚洁 会计1505 远洋地产公司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计数 18 18
魏波 201705099108龚铂荣 工程物流1701浏阳通城佳惠超市仓储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5陈建新 工程物流1701长沙市小米之家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1刘家伟 工程物流1701木雕运输项目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04段文捷 工程物流1701湖南运丰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优化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3徐刚 工程物流1701广西南宁桂岭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07陈珂 工程物流1701胶辊硫化罐运输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06张伟 工程物流1701湖南湘西猕猴桃种植基地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2陈伊 工程物流1701烨妮服装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魏波 201705099109刘雨琦 工程物流1701沧州市万威有限公司仓库建设项目施工优化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0向枫 工程物流1701长沙韵达快递分拨中心布局优化设计
魏波 201705099114彭涛 工程物流1701湖南涛涛食品物流仓储管理设计
魏波 计数 11 11
文俊 201701108425陈宇廷 物管(企)1704湖南源安防护装备公司采购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28胡瑞威 物管(企)1704良品铺子（长沙梅溪湖步步高店）物流配送管理优化方案
文俊 201701108427黄雨晴 物管(企)1704京东物流衡阳分公司装车配载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18陈家慧 物管(企)1704佛山市恒辉隆机械有限公司零部件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19谭德谱 物管(企)1704苏宁易购星沙配送中心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29张杰 物管(企)1704长沙苏宁物流公司货物分拣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21高芹 物管(企)1704长沙县蔚然锦和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文俊 201701108423李江媛 物管(企)1704南阳风迪物流有限公司在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16钟芳 物管(企)1704云翔超市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26陈凡宇 物管(企)1704湖南觅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24叶小玉 物管(企)1704广东怀远物流实业有限公司车辆调度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17邓晶莹 物管(企)1704顺丰快递长沙步行街分部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20刘镔 物管(企)1704安化县韵达快递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08422文锦悍 物管(企)1704长沙县人人乐超市出库管理优化设计
文俊 201701108430梁锦轩 物管(企)1704大润发超市万家丽路店退货作业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12132陈冠宗 物管(中德)1701顺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12130肖博威 物管(中德)1701临湘市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12133张震 物管(中德)1701深圳邮通公司装卸搬运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201701112131张慎 物管(中德)1701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物流运输成本优化方案设计
文俊 计数 19 19
吴春平 201702106142向薛勇 会计1702 北京飞龙电器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管理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140陈湘群 会计1702 湖南鹿屿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101石卓 会计1702 湖南优品卓越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141吴志美 会计1702 天力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516李盈 会计1706 网创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531柏丽 会计1706 美创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7102高傲 金融1701 湖南金塑有限公司水管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7103赖以桢 金融1701 深圳市君亚科技有限公司法岸冰箱抵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7101郭玉清 金融1701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物流e贷”产品推广方案
吴春平 201702107104蒋忠富 金融1701 金旋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7106杨国梁 金融1701 本民转动机械有限公司行星齿轮减速机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7107欧阳梦蝶 金融1701 华升钢材有限公司钢板抵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7105刘阳 金融1701 东盛公司螺纹钢钢材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吴春平 201339401774谭雅琼 会计1203 十堰富琦工贸有限公司财务风险防范方案设计
吴春平 计数 14 14
吴利 201702106335谢玉莎 会计1704 枭徽食品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47刘小语 会计1704 七七服饰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41唐小丽 会计1704 天际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36颜雅莉 会计1704 佳乐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38伍光 会计1704 卡里多超市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43赵腾桀 会计1704 万福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39卿煊 会计1704 高杰盛汽车配件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40胡叔俊 会计1704 豪天光电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46刘波 会计1704 恒达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45曾雯洁 会计1704 莱恩酒店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42钟小勇 会计1704 欣然体育用品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吴利 201702106401李旺 会计1705 星尔酒店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402余小燕 会计1705 长民纸业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403倪莹 会计1705 梅笺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422403006田晓妮 会计1403 菠若商贸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吴利 计数 15 15
吴正心 201701111423丁俊 物管(电商物流)1704百世快递有限公司配送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6旷飘 物管(电商物流)1704长沙市天天快递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40邹小凤 物管(电商物流)1704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43梁承凤 物管(电商物流)1704苏州易达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2刘鹏 物管(电商物流)1704东莞栢能电子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7罗秋怡 物管(电商物流)1704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冷链储存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1黄琛 物管(电商物流)1704衡阳市韵达速递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41刘兰 物管(电商物流)1704天天快递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8刘苏爱 物管(电商物流)1704株洲天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42刘娟 物管(电商物流)1704天天快递有限公司快件处理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24彭良 物管(电商物流)1704广州德信物流有限公司出库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9何碧玉 物管(电商物流)1704拉夏贝尔天猫旗舰店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44陈玲云 物管(电商物流)1704永州市好又多超市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26邓祥琪 物管(电商物流)1704广东百世云仓供应链管理公司仓配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27肖富圣 物管(电商物流)1704湖南双捷供应链有限公司长沙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4朱东玲 物管(电商物流)1704长沙韵达快递分拨中心入库作业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28杨广生 物管(电商物流)1704德邦快递新业务“材行家”业务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29张淑君 物管(电商物流)1704广东优速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3何敏 物管(电商物流)1704上海汇恩物流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35文晴 物管(电商物流)1704济南振华物流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设计
吴正心 201701111425任非凡 物管(电商物流)1704怀化市申通速运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吴正心 计数 21 21
武献宇 201704126111胡鸿宇 物网(家居)1702小型智能安防报警系统
武献宇 201704126113侯帅奇 物网(家居)1702小区物业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6114尹曌 物网(家居)1702智能厨房安全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6115谢伟东 物网(家居)1702酒店管理系统
武献宇 201704126117罗浩南 物网(家居)1702房屋租赁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6120马仁繁 物网(家居)1702智慧农业大棚的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7107胡昊 物网(软件)1703个人网店后台管理系统
武献宇 201704127108孙昕逸 物网(软件)1703中小型网上花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7111李盛 物网(软件)1703Android农业大棚监控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7109周远勤 物网(软件)1703物流学院京东超市安防监测设计
武献宇 201704127112彭向宇 物网(软件)1703大学生招聘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7110刘智豪 物网(软件)1703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5117袁鸿博 物网(智物)1701德才中学图书馆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武献宇 201704125118管紫默 物网(智物)1701班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5120张宇 物网(智物)1701班级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5113黄紫晴 物网(智物)1701超市物品销售管理系统
武献宇 201704125116刘胜 物网(智物)1701图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5122李典福 物网(智物)1701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武献宇 201704125124宋少乾 物网(智物)1701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5121刘华 物网(智物)1701智能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201704125119凌宏羽 物网(智物)1701爱情公寓智能系统设计与实现
武献宇 计数 21 21
夏红球 201701115111贺子翔 营销1701 编贝牌早晚牙膏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13李旦 营销1701 仙人芦荟胶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14周峰 营销1701 炽汇加热鼠标垫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15陈晓芬 营销1701 玊颜眼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32李小姣 营销1701 筱筱儿童围栏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20盛彬彬 营销1702 大彬老年人智能手表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29成元峰 营销1702 北京现代新IX25小型SUV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21欧佳 营销1702 佳智扫地机器人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19叶伟 营销1702 筱栩蔬菜藕粉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5周颖 营销1703 完美智能美妆冰箱衡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9周艳姣 营销1703 安心老人鞋衡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7蒋倩 营销1703 蒋氏静脉曲张弹力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
夏红球 201701115308李美红 营销1703 小轻自拍神器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6王明慧 营销1703 小象卸妆巾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计数 14 14
夏江雪 201705099137缪帆 工程物流1701顺丰仓库优化方案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9101王瑶 工程物流1701三湖镇茶树运输配送方案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9136麻丹 工程物流1701兴盛优选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5213肖国仁 冷链1701 金华市综合性冷藏库制冷系统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5117温高科 冷链1701 徐记海鲜水产品配送线路优化
夏江雪 201701108218蒋海凤 冷链1701 嘉禾生鲜冷链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设计
夏江雪 201701110132唐磊 冷链1701 红润超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设计
夏江雪 201705095109范超 冷链1701 湖南臻和亦康公司优化库存设计方案
夏江雪 201705095116向胤 冷链1701 兴隆冷链公司配送方案优化
夏江雪 201701108827王明 冷链1701 明德医药有限公司冷库验证方案设计
夏江雪 计数 10 10
向明月 201704123418龙缘 电商1704 “趣壳小铺”手机壳淘宝店铺装修与设计

向明月 201704123410谢丽 电商1704 “丽丽衣家店”（女装）淘宝店铺装修与设计

向明月 201704123401罗思思 电商1704 “三只熊”手机壳的淘宝店铺装修与设计

向明月 201704123428张光巧 电商1704 ”小光手套“网店美工设计

向明月 201704123436吴萱 电商1704 淘宝店铺视觉营销美工设计与实现-以“暖暖的服装”为例
向明月 201704123407肖依云 电商1704 本草香包记店铺美工设计方案
向明月 201704123507郭鼎铭 电商1705 “皇冠球鞋”网店视觉营销策划及实施

向明月 201704123524姜倩文 电商1705 “千寻美衣屋”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向明月 201704123535欧洁萌 电商1705 “小萌呀”女装淘宝店铺专修设计与实施

向明月 201704123536徐云 电商1705 “糖伊”女装网店铺装修设计与实现

向明月 201704123530杨铁妹 电商1705 “唯嗳服饰”淘宝视觉营销美工设计与实现

向明月 计数 11 11
肖红梅 201703129103侯子妮 商务英语1701深圳泰纶纺织机械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07廖梓璇 商务英语1701深圳贝特电子公司深圳国际电子展参展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05李馨怡 商务英语1701广东优果公司新西兰客户接待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06邓祉涵 商务英语1701上海海鸥数码相机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11李红 商务英语1701上海杰林公司电动车广交会参展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12苏玲俐 商务英语1701深圳兆驰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09张艳芬 商务英语1701素白服饰在亚马逊日本站的推广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13彭果梅 商务英语1701深圳德彩光电公司上交会参展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04邓晨晓 商务英语1701长沙王府井百货六一儿童节安奈儿童装促销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01陈瑶 商务英语1701长沙吾悦广场好时巧克力七夕促销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08杨启翔 商务英语1701上海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广交会参展方案
肖红梅 201702102139陶敏 商务英语1701长沙芙蓉口罩厂荷兰客户接待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14何莲 商务英语1701长沙霍力柯尔公司传感器广交会参展方案
肖红梅 201703129110毛江英 商务英语1701深圳贝特电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肖红梅 计数 14 14
肖盼希 201702106436骆永婕 会计1705 春日化妆品连锁店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435廖红忠 会计1705 立卉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437陈茜 会计1705 衡大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32刘乾 会计1706 长沙卜蜂超市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12田燚 会计1706 桂花连锁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09戴海潮 会计1706 凯瑞贸易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05颜文娟 会计1706 湖南正佳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06陈丽 会计1706 邵阳立歌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08刘湘 会计1706 美美达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13袁玉婷 会计1706 湖南营安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10肖子茜 会计1706 食物日记餐饮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14高紫薇 会计1706 天子笑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15唐迎 会计1706 长沙哈鲁嗨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29曾欢 会计1706 湖南伊缘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07杨志达 会计1706 湖南方正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11熊智晨 会计1706 华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计数 16 16
肖晓琳 201701115116谭蜜 营销1701 柒凛晾衣杆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4任婕 营销1701 芳丝洗面奶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5潘宏发 营销1701 耀你美闪耀洗发水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2陈湘慧 营销1701 杏雨梨云香水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1彭震 营销1701 震振磁力自动搅拌杯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8陆宝莲 营销1701 宝美牌染发剂广东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17肖妮 营销1701 漫妮装饰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3彭丹 营销1701 新秀面膜湖南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02戴荣华 营销1702 荣华智能温控毯湖南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03胡升艳 营销1702 雨卉唇膏杭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27邓程文 营销1702 程步为赢小鱼干湖南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01谢陈正 营销1702 景怡山蜂蜜广东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28李静 营销1702 LJ电动平衡车湖南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9李聪 营销1703 蒲公英爽肤水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5温祥 营销1703 猪猪肉干湖南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4吴积光 营销1703 地一田径钉鞋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7张政 营销1703 张张天然狗粮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8吕晨 营销1703 十一石bb霜气垫湖南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计数 18 18
肖兴 201702100219陈丽蓉 空乘1702 广州白云机场贵宾室端午节主题活动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0冯喆 空乘1702 吉祥HO1126航班客舱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2阳昊 空乘1702 西安咸阳机场VIP候机室七夕情人节主题活动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9陈诗婷 空乘1702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新冠病毒防控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5邹佳妮 空乘1702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楼护卫应急能力培训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8王婷 空乘170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1王欢 空乘1702 宁波栎社机场贵宾厅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7高晴 空乘1702 桂林航空公司老年旅客客舱服务方案
肖兴 201702100217李超越 空乘1702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湘年味＂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肖兴 201702100218黄霞 空乘1702 重庆江北机场T2航站楼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3吴婷 空乘1702 长龙航空春节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肖兴 201702100226吴慧 空乘1702 海南航空公司海口-墨尔本航班中秋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肖兴 计数 12 12
谢璐明 201702133130谢桂花 会计1701 湖南风华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41向姣姣 会计1701 瑶媛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1张佳璐 会计1701 湖南松花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2李仪嘉 会计1701 加一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3郭琴 会计1701 湖南果巴便利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38任乐尤 会计1701 兴博友服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40刘文欣 会计1701 湖南椿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34向敏辉 会计1701 湖南芙洺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36唐臻 会计1701 湖南玺荣航电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5李巧 会计1701 伊依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7王玉娟 会计1701 湖南云芒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39陈韶珍 会计1701 湖南橙承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06109杨嘉伟 会计1702 湖南乐夫生鲜超市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方案
谢璐明 201702106110夏佳 会计1702 湖南钱多多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谢璐明 201702106111钟奕欣 会计1702 广州字姝服饰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谢璐明 201702106112叶尚 会计1702 湖南珊瑚批发部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计数 16 16
谢艳梅 201704119124陈蓉新 物信1701 长盛公司商品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谢艳梅 201704119117谭龙思 物信1701 助力车管理平台方案设计
谢艳梅 201704119114肖梦雅 物信1701 基于二维码技术的垃圾分类回收激励方案设计
谢艳梅 201704119107胡姣 物信1701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医院病历信息化管理方案设计
谢艳梅 201541801018方子健 物管（信）1501基于条码技术的有机蔬菜追溯系统方案设计
谢艳梅 计数 5 5
熊英 201601115241张子轩 营销1602 思南牌即食蘑菇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34熊吉灿 营销1701 灿灿唇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20周俊 营销1701 碧岛智能垃圾桶上海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27黎倩 营销1701 玺欢你面霜湖南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19鲁帅婕 营销1701 玛丽莲文胸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36王文钦 营销1701 花味道鲜花饼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05王锦琳 营销1702 辣喜爱酱板鸭长沙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0曾睦钧 营销1702 长白山梅子酒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3王宣 营销1702 茶语社黑茶饮料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4谢希敏 营销1702 花琛防脱发洗发水岳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2张靓 营销1702 巧遇电热锅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1罗炳琪 营销1702 爱笑多功能笔山东临沂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6陈雨良 营销1703 良绣保暖鞋垫湘潭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21江妮 营销1703 艾妮美妆魔镜南京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7徐文镇 营销1703 镇正金啤深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26段链锟 营销1703 dk人工智能语音蓝牙音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4聂喜敏 营销1703 敏敏蒸汽眼罩常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8杜鑫 营销1703 心心除螨沐浴露常德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9彭炜 营销1703 战斗豹能量饮料广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27周姣艳 营销1703 不二倾心眼镜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5邹玲 营销1703 零露植物染发膏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3何晓丽 营销1703 野蔓洗发水南宁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20伍逞威 营销1703 VV金轴键盘永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13张翔 营销1703 辰阳啤酒怀化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计数 24 24
徐淑英 201705098125彭文亮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喷涂系统
徐淑英 201705098129唐鸿杰 电子(机器人)1701水塔水位PLC控制系统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4卿前进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焊接系统设计与仿真
徐淑英 201705098130周文生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焊接控制系统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7陈湘阳 电子(机器人)1701机器人搬运控制系统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6颜璨学源 电子(机器人)1701ABB机器人码垛控制系统设计

徐淑英 201705098128朱文强 电子(机器人)1701PLC喷泉控制系统

徐淑英 201705098131刘忠全 电子(机器人)1701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设计
徐淑英 计数 8 8
严福泉 201513201043黎祎凡 物管(企)1703冷水江海弘物流公司运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8张梦可 物管(企)1703天津德邦物流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44贺华皓 物管(企)1703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0肖双 物管(企)1703星沙华润万家超市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3曾德丽 物管(企)1703深圳盛辉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严福泉 201701108327曾洁 物管(企)1703深圳安能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45傅全勇 物管(企)1703惠州龙旗集团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29王勇 物管(企)1703长沙苏宁小件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4何果 物管(企)1703长沙苏宁物流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46肖志强 物管(企)1703鸿星尔克湖南总仓库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7钟诗诚 物管(企)1703中兴减震器物料仓出入库管理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42黄扬 物管(企)1703湖南汉坤建筑安保器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25杨勇 物管(企)1703飞马冷链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9张思 物管(企)1703长沙百世星联物流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2李梦思 物管(企)1703湖南红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31唐沛沛 物管(企)1703江苏汇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43李蓉 物管(企)1703成都创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严福泉 201701108335王宝钧 物管(企)1703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40郭艳 物管(企)1703湖南环通物流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严福泉 201701108328字李丹 物管(企)1703融汇版图地板上海总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严福泉 201601108114文虹娟 物管（企）1601苏宁易购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严福泉 计数 21 21
杨彪 201705097120马奥权 汽车1701 丰田普拉多六一儿童节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杨彪 201705097112黄炜宁 汽车1701 本田思域国庆活动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杨彪 201705097116文望华 汽车1701 星沙一汽大众4s店国庆节售后活动方案设计
杨彪 计数 3 3
杨立雄 201704122108李英杰 计应(JAVA)1701阿杰动漫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2228覃小宝 计应(JAVA)1702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2238廖增辉 计应(JAVA)1702“品牌鞋”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2219欧金宇 计应(JAVA)1702餐饮自助点餐系统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2245谢晨健 计应(JAVA)1702公交卡充值管理系统
杨立雄 201704121115姜雨轩 计应(安卓)1703柠檬音乐网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13陈广弘 计应(安卓)1703“畅读”阅读器APP设计

杨立雄 201704121126成志雄 计应(安卓)1703基于Visual的学生管理系统设计
杨立雄 201704121121陈珂 计应(安卓)1703Unity3D引擎下的魔兽猎人

杨立雄 201704121123吴鹏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3D噩梦杀手射击类游戏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28刘名卓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3D的迷宫游戏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25何欢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3d的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03覃健 计应(安卓)1703动漫信息网
杨立雄 201704121120胡景荃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与vs的游戏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40杨振亚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别踩黑块的游戏设计
杨立雄 201704121119郭磊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俄罗斯方块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16刘坚 计应(安卓)1703基于unity的丛林猎人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14戴斌 计应(安卓)1703电影推荐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36朱景国 计应(安卓)1703快乐玩电竞外设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1111李鑫 计应(安卓)1703基于Eclipse的2048游戏开发
杨立雄 201704128111胡伟文 移动1701 多看小说APP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8109李超群 移动1701 动漫网页的设计与实现
杨立雄 201704128121石平安 移动1701 时事新闻微信小程序
杨立雄 计数 23 23
杨莉 201704136109阳兴发 物信(大数据)1702长沙县小区基于RFID技术的车辆出入统计方案设计
杨莉 201704136110吴星欣 物信(大数据)1702基于RFID技术的长沙市猪肉安全追溯系统方案设计
杨莉 201704119127王书豪 物信1701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的天气预报搜索引擎设计与实现
杨莉 201704119125唐阳 物信1701 物流企业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杨莉 201704119108刘郡豪 物信1701 基于安全加密技术的二维码付款系统方案设计
杨莉 201704119110冷春建 物信1701 酒类企业物流仓储系统方案设计
杨莉 计数 6 6
杨琼 201702102126王秋香 旅游1701 大理四日休闲释压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23李洪亮 旅游1701 长韶岳阳研学四日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24李鹏花 旅游1701 湘西十八洞村三日旅游扶贫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14聂嘉 旅游1701 北京古建筑文化五日研学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21毛李晴 旅游1701 岳阳美食三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22甘慧婷 旅游1701 怀化四日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19周游 旅游1701 长沙韶山三日红色教育活动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20易双 旅游1701 北京五日研学活动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37熊柠 旅游1701 张家界康养四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42田鸿 旅游1701 慈利三日乡村研学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46谷依 旅游1701 青春张家界毕业四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38朱芳 旅游1701 西双版纳亲子五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45龚灵 旅游1701 秘境湘鄂•阅万水千年——探秘土司四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18刘俊敏 旅游1701 “青铜门下，静候灵归”——长白山“稻米”体验五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13赵芸 旅游1701 郴州桂东汝城三天红色教育活动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16康明明 旅游1701 昆明普者黑亲子五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15聂桂超 旅游1701 长韶衡四日研学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43屈兰兰 旅游1701 湘西民俗三日研学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41周丽婷 旅游1701 跟着电影去旅行——重庆五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201702102117彭秋霞 旅游1701 魅力湘西民俗三日游方案设计
杨琼 计数 20 20
杨曙 201704136102张敏 物信(大数据)1702基于网络爬虫技术书籍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杨曙 201704136108王强 物信(大数据)1702高桥商城用户行为分析系统方案设计
杨曙 201704119129车香莲 物信1701 基于jsp技术的极限网吧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
杨曙 201704119130李晓兰 物信1701 基于二维码技术的自动售货机管理系统设计
杨曙 201444601024刘港 物信1401 基于RFID技术的免疫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杨曙 计数 5 5
杨晓峰 201704119102谢伊莲 物信1701 物信院学生党员发展信息管理系统前端设计与实现
杨晓峰 201704119119庞柔 物信1701 基于Django技术的学生党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杨晓峰 计数 2 2
杨新凤 201705099119王芳 工程物流1701长沙市舞蹈培训班项目可行性分析
杨新凤 201705095203戴鑫 物工1702 东鹏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扩建项目工期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202文璨 物工1702 汽车库及引道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杨新凤 201705095132邬子杭 物工1701 梨江分拨仓库项目工期设计优化
杨新凤 201705095129贺银涛 物工1701 湖南乐马士周转仓库使用优化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28黄安 物工1701 德邦公司配送中心工序优化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30张宏宇 物工1701 上海梅山运输有限公司铁矿石调运方案设计
杨新凤 201705095131劳泉森 物工1701 正佳物流公司钢护筒运输方案设计
杨新凤 201150301024贺飞 物工1402 长沙科陆五金贸易公司生产车间库存优化设计
杨新凤 201605095103熊佳 物工1601 长沙星铭速递有限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杨新凤 计数 10 10
杨映 201701111149何禹奇 物管(电商物流)1701大润发超市万家丽路店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40申逸芳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惠之源超市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杨映 201701111145李湘芳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速达物流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20侯元 物管(电商物流)1701中通快递星沙街道分部服务质量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41黄菁菁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望城区韵达速递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31沈琳瑶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顺邦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38聂婵娟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百世快递星沙三部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16田梦涵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湖南宏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杨映 201701111118谷沈 物管(电商物流)1701衡阳恒特蔬果公司配送效率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30李春梅 物管(电商物流)1701衡阳发网物流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06龙艳婷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市雨花区佳兆业小区菜鸟驿站派件优化设计
杨映 201701111148贺文宇 物管(电商物流)1701邵阳德通物流公司配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46李光耀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湖南顺捷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26谢艳明 物管(电商物流)1701衡阳宏兴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杨映 201701111119刘健蓝 物管(电商物流)1701百世快递长沙转运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23石海英 物管(电商物流)1701溆浦县佳惠超市大汉新城店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201701111129张书晴 物管(电商物流)1701好运来物流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杨映 计数 17 17
杨勇 201704122144汤银杰 计应(JAVA)1701基于php的服装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41李阳 计应(JAVA)1701连连看小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18肖强 计应(JAVA)1701博客发布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20黄溪 计应(JAVA)1701网络购物交易平台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17刘世帅 计应(JAVA)1701长沙旅游网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02朱俊明 计应(JAVA)1701基于PHP的办公用品网站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14肖海宏 计应(JAVA)1701基于PHP的零食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34黄伟桀 计应(JAVA)1701基于PHP的图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31王闯 计应(JAVA)1701校园二手交易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16刘勤 计应(JAVA)1701网页扫雷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04聂勇康 计应(JAVA)1701基于PHP的微画展分享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130胡权 计应(JAVA)1701基于PHP的美食网站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233曾子豪 计应(JAVA)1701基于PHP的网上零食店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244王君豪 计应(JAVA)1701兼职网站的设计和实现
杨勇 201704122211聂嘉文 计应(JAVA)1702今日资讯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239宁静 计应(JAVA)1702基于PHP的吉他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704122205伍有斌 计应(JAVA)1702基于PHP的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杨勇 201604122149李敬豪 计应（Java）1602基于JSP的网上商品销售系统
杨勇 计数 18 18
姚丹 201703129221彭锦云 商务英语1702湖南露丝卡生态纺织品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姚丹 201703129230程澳雨 商务英语1702速卖通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红柳床品营销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8周千熙 商务英语1702蜂花洗发水美国市场营销方案
姚丹 201703129218刘绍丽 商务英语1702康威体育运动用品速卖通跨境平台父亲节促销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6唐依 商务英语1702柯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姚丹 201703129217李师华 商务英语1702广州七喜电脑有限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3刘慧凤 商务英语1702完美日记美妆产品eBay平台圣诞促销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0向璐 商务英语1702湖南格润德管业有限公司迪拜酋长国客户接待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4邓亚 商务英语1702靓依坊服装产品eBay平台万圣节促销方案
姚丹 201703129219刘素文 商务英语1702光联光电消防器材美国奥兰多消防设备展会参展方案
姚丹 201703129231冷依 商务英语1702千睿灯具广交会参展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5肖倩 商务英语1702中山尚洋广交会参展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7单娇娇 商务英语1702深圳市妍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9唐琳 商务英语1702广州溪秀生物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姚丹 201703129222李静 商务英语1702湖南九鼎昌达贸易有限公司德国客户接待方案
姚丹 计数 15 15
姚伟 201702106143郑婷婷 会计1702 湖南佳佳服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姚伟 201702106144谭越 会计1702 骏意佳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姚伟 201702106148陈奕萱 会计1702 湖南和升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姚伟 201702106145郑楚岚 会计1702 九福祥企业物流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姚伟 201702106149刘燕 会计1702 常德sheep鞋业有限公司筹资优化方案
姚伟 201702106147周雨欣 会计1702 湖南盛夏服装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优化方案
姚伟 201702107115赵洁 金融1701 湖南明达钢材有限公司槽钢监管现场流程设计
姚伟 201702107116蒋志豪 金融1701 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电子元件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姚伟 201702107117陈欣月 金融1701 深圳市志平纸制品有限公司复印纸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姚伟 201702107118刘姣婷 金融1701 长沙沙都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姚伟 201702107119姜文 金融1701 湖南俊宇有限公司冰箱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姚伟 201702107120郑文一 金融1701 湖南文莎电器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姚伟 201702107122熊世繁 金融1701 广州环球电器有限公司嵌入式高档电蒸炉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姚伟 201422403030欧鸣 会计1403 潮庭餐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姚伟 计数 14 14
易灿 201701112110周海燕 连锁1701 长沙宜家2020年“双十一”促销活动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3117邓棋升 连锁1701 芙蓉兴盛大众传媒店开发设计方案
易灿 201701113118肖跃娣 连锁1701 德庄火锅万达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3115刘端骅 连锁1701 快鱼服饰泉塘店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3119骆壹慧 连锁1701 海底捞火锅（金星店）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3116付娇悦 连锁1701 长沙星沙广粥城商圈调查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3120向子怡 连锁1701 雲水肴德思勤店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29戴芷凝 商务管理1701本塘我家酸菜鱼长沙2020年线上推广活动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30毛家乐 商务管理1701GOSO内衣长沙2020年轻靓一夏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31曾韬 商务管理1701董欣长沙芙蓉店2020开业庆典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28邓智锟 商务管理1701禧御贡茶2020年长沙地区中秋节产品推广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27余鹏 商务管理1701乌名见客奶茶店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活动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25周雨娟 商务管理1701步步高乐问2020年开学季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26汤晨 商务管理1701翠园湘南麓山店2020开业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24潘锦轩 商务管理1701许家故事长沙区域2020中秋节促销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32张流浪 商务管理1701尽膳口福国贸店2020中秋节促销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123李杰 商务管理1701宝盾玻璃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19唐倩 商务管理1702哆吉咪童装2020年欢度六一促销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24周贝 商务管理1702田良君炒货2020年劳动节活动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21郭纯英 商务管理1702园梦方舟水上乐园2020年“七夕”活动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20钟羽 商务管理1702黑白电视老长沙吃货铺2020年国庆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26刘郴 商务管理1702森马服饰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27陈金 商务管理1702Bubble泡泡茶2020年校园推广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22黄韬 商务管理1702长沙鑫正娱乐公司2020年七夕促销方案设计
易灿 201701114218赖泉印 商务管理17022020年新百家国庆节公关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易灿 计数 25 25
易文利 201702104111张可慧 酒店1701 维也纳酒店书香茶韵主题客房设计
易文利 201702104127凡莎 酒店1701 圣爵菲斯大酒店中国医药学会团队接待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50王佳银 酒店1701 明生集团十周年年会庆典接待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10刘锡林 酒店1701 “双木一馨”主题婚宴设计

易文利 201702104149袁晓叶 酒店1701 张先生和万小姐花好月圆主题婚礼接待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31黄虹 酒店1701 姐妹情深主题客房设计
易文利 201702104137李倩妮 酒店1701 “相濡以沫”婚宴菜单设计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13袁君 酒店1701 麓枫酒店“绿色生态”主题客房设计
易文利 201702104123马易 酒店1701 赵小姐与冯先生婚宴接待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41朱佩 酒店1701 敦煌研究院领导干部培训接待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02王灿 酒店1701 圣爵菲斯大酒店亲子主题客房设计
易文利 201702104118陈书盈 酒店1701 广汽传祺公司第十一届周年庆接待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33李丽春 酒店1701 朱先生与李女士“仲夏夜之梦”主题    婚宴接待方案
易文利 201702104104石小娥 酒店1701 王先生与肖小姐水晶之恋婚宴接待方案
易文利 计数 14 14
易小云 201701108414高磊 物管(企)1704沈阳鑫源物流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7康松林 物管(企)1704山东三合运输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10张颖超 物管(企)1704衡阳乐尔乐超市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9叶鹏 物管(企)1704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8熊方文 物管(企)1704临汾万家福超市（家乐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12罗盼 物管(企)1704湖南同安医药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13刘瑶 物管(企)1704长沙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5刘芳芳 物管(企)1704长沙天心区大润发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3刘伟 物管(企)1704长沙芙蓉兴盛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1王仕楚 物管(企)1704湖南畅湘快递公司物流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11赵奇 物管(企)1704三只松鼠零食超市（长沙雨花区店）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2陈明洋 物管(企)1704长沙庆瑞电器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06康红霞 物管(企)1704成都天府新区万安卫生院药品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201701108415赵松 物管(企)1704长沙德邦物流公司出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易小云 计数 14 14
郁春兰 201702106311楚依洋 会计1704 艾Q烘焙小屋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12何堃 会计1704 凤凰物流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13黄如满 会计1704 长沙欧拓电气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10王路玲 会计1704 湖南德众机械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8李洁萍 会计1704 上海发展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09马姣 会计1704 湖南同舟模具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04邓钰 会计1704 超Q超市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6曹燕 会计1704 金泰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5王英 会计1704 长沙吃吃吃快餐公司原材料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14阳梦洁 会计1704 凯得机械企业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15蒋志娟 会计1704 上上超市现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16张玉霖 会计1704 湖南飞宇汽车零部件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7田青 会计1704 完达山乳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计数 13 13
袁方 201702106113罗琼 会计1702 湖南千禧服装有限公司扩张筹资方案
袁方 201702106115张春香 会计1702 湖南玖玖电子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袁方 201702106118韩泽平 会计1702 湖南慕烊服装有限公司采购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
袁方 201702106116尹湘 会计1702 湖南塔尔药业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袁方 201702106119陈佳茹 会计1702 益阳金灿装饰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袁方 201702106117吴艳 会计1702 木北酒店采购环节供应商选择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袁方 201702107144管花蕾 金融1701 湖南花栀酒业有限公司存货融资项目监管现场方案设计
袁方 201702107140欧佳 金融1701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袁方 201702107138陈倩 金融1701 湖南诺森酒业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袁方 201702107139肖悦 金融1701 山西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肥煤静态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袁方 201602107231徐忠梁 金融1602 宏远物流有限公司食品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袁方 计数 11 11
袁慧英 201701108314张丽 物管(企)1703杭州睿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袁慧英 201701108317李赵飞 物管(企)1703长沙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分拣优化设计方案
袁慧英 201701108313马圆幸 物管(企)1703长沙佰富联超市（开福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袁慧英 201701108316汪庭君 物管(企)1703岳阳云溪区顺丰速运中转场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袁慧英 201701108315李选军 物管(企)1703十荟团仓配优化方案设计
袁慧英 计数 5 5
袁世军 201513205037雷本琨 物管(企)1705中山优乐公司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27王诗涵 物管(企)1705辽宁日丰集团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36刘东 物管(企)1705顺丰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30易玲 物管(企)1705杭州迈点服饰有限公司库存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33谢康 物管(企)1705益阳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S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31刘礼娜 物管(企)1705小药药长沙仓库药品库存分类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32李旖 物管(企)1705百世快递长沙转运中心（长沙县）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28胡昭阳 物管(企)1705长沙汇隆物流有限公司运输配载方案优化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35焦紫艳 物管(企)1705长沙东站中通快递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25张也 物管(企)1705湖南卓为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29邓宇航 物管(企)1705长沙县步步高超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26王宏 物管(企)1705百世物流南京上坊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201701108537张婷 物管(企)1705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袁世军 计数 13 13
袁媛 201702103110洪祝 高铁乘务1701G801列车旅客突发疾病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12蒋康 高铁乘务1701G74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11林霞 高铁乘务1701邵阳站大面积晚点应急预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5谭姝婷 高铁乘务1701G63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8段恋 高铁乘务1701长沙客运段乘务员素质提升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4谢豪 高铁乘务1701G86次列车茶文化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9肖梦颖 高铁乘务1701G2604次列车晚点应急预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7王乐缘 高铁乘务1701G2034次列车儿童车厢服务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6阳建亮 高铁乘务1701G431次列车达努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

袁媛 201702103101唐琴 高铁乘务1701G1352次列车春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2刘莎 高铁乘务1701株洲站列车大面积晚点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袁媛 201702103103廖希麟 高铁乘务1701G74次列车餐食配餐方案设计

袁媛 计数 12 12
翟玲英 201701111112全莎莎 物管(电商物流)1701岳阳市文苑南路中通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25颜芳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中通快运星沙分拨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14杨小玉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汇隆物流公司公路运输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02杨金莹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湘西强盛物流运输优化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03刘粮 物管(电商物流)1701衡阳通程佳惠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翟玲英 201701111107黄忠宇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湖南东野门窗制造公司库存控制优化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24徐诗怡 物管(电商物流)1701运加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42刘煜 物管(电商物流)1701岳阳市嘉乐生活超市商品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10彭婷 物管(电商物流)1701永州市军联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08张铭 物管(电商物流)1701常德大润发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50张瑶 物管(电商物流)1701浏阳大润发超市仓储作业优化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21胡星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湘潭雨湖京东快递配送站派件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43马其瑞 物管(电商物流)1701湖南湘华纸业公司原材料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44覃佐鑫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市云蜂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28石婉茵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顺丰快递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翟玲英 201701111135康黎芝 物管(电商物流)1701娃哈哈桶装水长沙县湘龙街道配送站路线优化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36周康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家乐福韶山南路店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翟玲英 201701111139尹美霞 物管(电商物流)1701长沙岳麓区步步高超市仓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翟玲英 计数 18 18
张冰 201702103215胡雯妍 高铁乘务1702武汉客运段乘务人员乘务制度培训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25肖雪英 高铁乘务1702G1322次列车春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23金鑫 高铁乘务1702G1688次列车爱护环境主题车厢活动设计方案

张冰 201702103220许凤婷 高铁乘务1702南宁站东盟博览会宣传活动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18周阳情 高铁乘务1702G6113次列车爱国主义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17彭倩 高铁乘务1702长沙高铁南站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16邬超 高铁乘务1702G6029次列车绿色青山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24罗杰 高铁乘务1702K1373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置演练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19何文超 高铁乘务1702长沙高铁南站国庆节主题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冰 201702103221侯丽霞 高铁乘务1702郴州西站铁路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方案设计
张冰 计数 10 10
张梦雪 201701110126张乐 物管(商贸)1701长沙苏宁芙蓉区仓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张梦雪 201701110135李可 物管(商贸)1701湘乡市步步高集团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张梦雪 201701110130文诗晶 物管(商贸)1701长沙顺丰速运快件操作流程方案优化设计
张梦雪 201701110128王倩雯 物管(商贸)1701长沙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张梦雪 201701110123罗雨湘 物管(商贸)1701湖南驰城云仓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张梦雪 201701110133邹亚玲 物管(商贸)1701湖南红星农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张梦雪 201701110134刘红文 物管(商贸)1701长沙恒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张梦雪 201701110127李广生 物管(商贸)1701长沙先锋集团星沙包装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张梦雪 201701110131张洋 物管(商贸)1701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张梦雪 201701110122欧阳千喜 物管(商贸)1701长沙雨花区芙蓉兴盛超市配送流程优化方案
张梦雪 201701110125伍勇成 物管(商贸)1701湖南同安医药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张梦雪 计数 11 11
张小桃 201701113104黄紫薇 连锁1701 你好大海星沙店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3105周心怡 连锁1701 费大厨十七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3106张锦 连锁1701 步步高梅溪湖店蔬果2020双十一促销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3107殷梦婷 连锁1701 杨裕兴中茂城店开发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3103潘安南 连锁1701 悠百佳2020年湖南地区加盟推广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3101贺倩 连锁1701 米多诺万象汇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3102李姣 连锁1701 锁味万象汇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5罗巧玲 商务管理1701熊猫不走蛋糕长沙地区2020开业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3梁森 商务管理1701迪恩耒阳地区2020年双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1全林英 商务管理1701相宜本草长沙区域20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6刘涛 商务管理17017-11长沙麓山店2020年开业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2陈仕林 商务管理1701风波庄衡阳店2020年开业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9杨姣龙 商务管理1701寻蟹记长沙地区2020年国庆活动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4张弟蜂 商务管理1701北方家宴广东区域2020双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7陈思思 商务管理1701长郡梅溪湖中学2020年暑假研学团接待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18王珍 商务管理1701酒拾烤肉长沙地区三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20度雨晴 商务管理1701鲜目录寿司常德地区三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122杨雯 商务管理1701都市丽人青山店三周年庆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6陈文博 商务管理1702茶颜悦色2020七夕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7周增宝 商务管理1702以纯服饰2020年度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2戴金萍 商务管理1702精益鸭脖2020年七夕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5罗姣 商务管理17022020年小川贵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0张朝峰 商务管理1702可心DIY蛋糕2020年长沙地区“幸福晒出来”活动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1廖思 商务管理1702欧时力天猫商城2020年双十二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3谢丹 商务管理1702筷子兄弟2020年父亲节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201701114214杨静思 商务管理1702品格男装 2020年长沙地区父亲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张小桃 计数 26 26
张雅璇 201702100213李沁娱 空乘1702 荷花机场安检人员培训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2袁萍 空乘1702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安检人员职业技能训练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1邓拓展 空乘1702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服务科各岗位优化流程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7李静 空乘1702 衡阳南岳机场老年旅客安检服务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10尹丽娆 空乘1702 邵阳武冈机场候机厅服务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4阳丽圆 空乘1702 武冈机场无陪儿童接待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8周娟 空乘1702 岳阳三荷机场安检岗位服务流程优化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5张维为 空乘1702 祥鹏航空公司中秋节商务舱特色接待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3白羿 空乘1702 长沙黄花机场VIP候机室国庆节主题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9廖世慧 空乘1702 长沙黄花机场乐翔贵宾厅端午节主题活动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06李晨茜 空乘1702 武汉天河机场安检团队素质拓展活动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14陈雨薇 空乘1702 奥凯航空天津-成都旅游包机特色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16刘梓淳 空乘1702 海南航空公司客舱特色服务设计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11陈睿 空乘1702 贡嘎机场春节特别活动方案
张雅璇 201702100215李点 空乘1702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贵宾厅元宵节主题活动方案
张雅璇 计数 15 15
张茁 201702103131曾宪渭 高铁乘务1701G552次列车端午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方案

张茁 201702103132王树境 高铁乘务1701G95次列车“我爱我的祖国”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张茁 201702103133唐绿律 高铁乘务1701深圳北站志愿者服务方案设计
张茁 201702103129陈遂逞 高铁乘务1701G1111次列车餐吧车厢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张茁 201702103125朱港澳 高铁乘务1701G6101次列车春运期间旅客突发性休克演习方案设计

张茁 201702103127谢粉蝶 高铁乘务1701汨罗东站火灾事故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张茁 201702103134王鹏辉 高铁乘务1701G6032次列车“畅游湖湘”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张茁 201702103130梁灿岚 高铁乘务1701G6185次列车儿童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方案

张茁 201702103128王雨虹 高铁乘务1701G6025次列车中秋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方案

张茁 201702103126彭舵 高铁乘务1701G85次列车旅客突发疾病紧急演练方案设计

张茁 计数 10 10
仉风杨 201704123123周瑶 电商1701 “黎芝士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仉风杨 201704123125王燕 电商1701 菲依舍女装店铺网店美工设计
仉风杨 201704123120卢微微 电商1701 “丽雅妆城”网店美工设计优化方案

仉风杨 201704123114刘奥玉 电商1701 “简夕服装”网店美工设计

仉风杨 201704123104陈思思 电商1701 “艾芙妮”女装网店装修设计

仉风杨 201704123132姚佳 电商1701 “爱美”女鞋网店美工设计

仉风杨 201704123235彭炜 电商1702 “尘霁小家”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仉风杨 201704123411罗沁宇 电商1704 “小鹿家”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仉风杨 201704123435刘可 电商1704 “美家每户”布艺沙发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仉风杨 201704123431贺小柯 电商1704 &quot;乐家家居“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仉风杨 201704123403方玉洁 电商1704 “蜜可儿”女鞋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仉风杨 201704123504孔颖璇 电商1705 “漢顏閣”网店美工设计

仉风杨 201704123516梁蓉 电商1705 “至爱贝比”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仉风杨 201704123521张颖 电商1705 &quot;异素服饰”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仉风杨 计数 14 14
赵琼遐 201701108517宋佳路 物管(企)1705长沙望城区步步高超市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4刘雲 物管(企)1705湖南宇鑫物流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3侯翠珍 物管(企)1705长沙申通分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9杨途洁 物管(企)1705长沙县保家安置小区菜鸟驿站网点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4贺珊 物管(企)1705湖南联正仓储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2彭钰升 物管(企)1705金桥永旺零担物流公路运输配载优化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8刘菁 物管(企)1705湖南品骏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5王彬娟 物管(企)1705长沙湖银湖壹号超市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6徐天新 物管(企)1705长沙百世快递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3李传 物管(企)1705慈利韵达快递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5陈李 物管(企)1705益阳甜甜湾公司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20卢志宏 物管(企)1705水口供销部仓库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21陈书 物管(企)1705岳阳市京东快递汉昌配送站派件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0张鑫 物管(企)1705湖南德荣医疗拣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23袁娜娜 物管(企)1705长沙中通快递公司河西分部配送线路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6肖梦诗 物管(企)1705深圳一阳红实业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7龙宪涛 物管(企)1705靖州兴盛优选采购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24申博文 物管(企)1705长沙湘霸食品厂托盘堆码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1鲁黎 物管(企)1705长沙中通快运雨花二部派件作业优化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8唐伟华 物管(企)1705韵达快递连州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09符有德 物管(企)1705海口天力达物流公司作业分拨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701108512方世安 物管(企)1705百世快运长沙分拨中心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601108519万子旋 物管（企）1605南京苏宁物流货物出库优化方案设计
赵琼遐 201601108520何小鹏 物管（企）1605京东华中商城货物出库优化设计方案
赵琼遐 计数 24 24
钟静 201701108302李玲玉 物管(企)1703长沙步步高（电力学院店）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钟静 201701108312林雅琴 物管(企)1703长沙水车田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方案
钟静 201701108304唐艳婷 物管(企)1703株洲市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市区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钟静 201701108301肖健 物管(企)1703长沙天天快递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钟静 201701108305丁莫芳 物管(企)1703长沙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药品仓入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钟静 201701108309李双春 物管(企)1703桂林临桂德邦物流网点运输配载配装优化设计方案
钟静 201701108308覃爱川 物管(企)1703深圳市威远鑫数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钟静 201701108306吴诗柳 物管(企)1703步步高超市（荷塘仓）配送路线的优化方案设计
钟静 201701108311石伟 物管(企)1703长沙中国邮政速递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钟静 201701108303何敏仪 物管(企)1703佛山乐鼎电子有限公司成品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钟静 201701108307梁浦龙 物管(企)1703京东星沙FDC仓库的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钟静 201701108310张贤 物管(企)1703长沙苏宁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钟静 计数 12 12
钟双红 201705097107陈瑞 汽车1701 高尔夫嘉旅欢乐初夏嘉旅随行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钟双红 201705097104刘容 汽车1701 雷克萨斯LS试乘试驾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钟双红 201550601017赵涛 汽车1501 御洗坊汽车美容店“焕然一新迎新年”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钟双红 计数 3 3
周密 201702106121董益晖 会计1702 水果小子企业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周密 201702106123孙成志 会计1702 新化县安远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周密 201702106124曾庆鹏 会计1702 音亿电气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周密 201702106125汪晶 会计1702 湖南曼宁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周密 201702106126谭李丽 会计1702 湖南耐丝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周密 201702106122张粤湘 会计1702 湖南拉凯旺机械公司管理费用优化设计
周密 201702107112许绽 金融1701 深圳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稳压管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周密 201702107113苏园 金融1701 湖南梦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周密 201702107114曾爽 金融1701 东莞市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沙发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周密 201702107108张峻岭 金融1701 宁波红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洗衣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周密 201702107109李小云 金融1701 长沙天海视科技有限公司电视机质押融资方案设计
周密 201702107111彭楠 金融1701 牧慈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周密 201702107110符超群 金融1701 广东凤彩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周密 计数 13 13
周晓霞 201702101118王盼 空乘(安检)1703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安检实习生培训优化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22李杰明 空乘(安检)1703广东白云机场安检岗位服务水平提升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16伍敏 空乘(安检)1703海口美兰机场特殊旅客服务优化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23胡瀚玥 空乘(安检)1703长沙黄花国际机场VIP旅客安检流程优化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24彭斐 空乘(安检)1703广州白云机场无陪儿童旅客接待优化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19刘语慧 空乘(安检)1703关于降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旅客随身携带限制物自弃率的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14周紫逸 空乘(安检)1703北京⼤兴国际机场春节活动策划⽅案
周晓霞 201702101121周旭 空乘(安检)1703武汉天河机场安检岗位综合素质培训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13陈皓宇 空乘(安检)1703厦门高崎机场新型冠状病毒期间旅客防护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12肖惠丹 空乘(安检)1703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安检服务质量提升方案
周晓霞 201702101120杨涔 空乘(安检)1703关于浙江长龙航空护送医疗队支援武汉的策划方案



周晓霞 计数 11 11
周宇 201702106242郑欢 会计1703 新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周宇 201702106241王丹 会计1703 湖南哈佛石油能源有限公司营运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28贺芷菱 会计1703 佳宇物流公司差旅费报销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6冯银康紫 会计1703 长沙市桓桦物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周宇 201702106240章紫红 会计1703 长沙正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29曾萌 会计1703 湖南华友服装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周宇 201702106234戴丽慧 会计1703 深圳永之杰食品公司公司成本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8伍志英 会计1703 富盈酒类贸易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7刘美兰 会计1703 缘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薪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0黎云 会计1703 元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5杨柳 会计1703 湖南群丰鲜果有限公司库存现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1袁敏 会计1703 长沙市金骧实业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3黄钰 会计1703 湖南芳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9肖雨晴 会计1703 扬州顺辉纸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27樊晓晓 会计1703 湖南康健尔医药制造公司存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周宇 计数 15 15
朱敬知 201702133110罗翠 会计1701 长沙市设康建筑有限公司 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朱敬知 201702133108彭真 会计1701 广州衣熙服装有限公司管理费用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设计
朱敬知 201702133111唐人俐 会计1701 湖南莱恩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2刘培 会计1703 湖南饭饭湘餐饮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7邱吉澳 会计1703 家康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10邓玉婷 会计1703 鸿诺电子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8李俊 会计1703 湖南佳惠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6吴湘灵 会计1703 湖南七十二变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核算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11刘金蓉 会计1703 杭州洛韦森林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9赵双军 会计1703 君临糖酒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3何奥娟 会计1703 清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1何丽 会计1703 长景医药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602106515胡源 会计1605 唐海连锁超市财务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计数 13 13
朱莎莎 201701109220祝旺 物管(国)1702乐尔乐超市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莎莎 201701109219李云彪 物管(国)1702“零食很忙”星沙步步高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朱莎莎 201701109224梁艳飞 物管(国)1702全一快递有限公司包装回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朱莎莎 201701109225蒋双萍 物管(国)1702湖南顺洁纸业有限公司物流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莎莎 201701109222彭敏 物管(国)1702浏阳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朱莎莎 201701109223颜思琴 物管(国)1702长沙职院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朱莎莎 计数 6 6
邹敏 201702133115曾飞艳 会计1701 长沙达旺达家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33122李赛群 会计1701 龍群家电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33余若怡 会计1702 湖南初音琴行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27陈宇蝶 会计1702 阿拉丁连锁超市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128戴剑琼 会计1702 湖南凯旋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29吴游燕 会计1702 嘉兴房地产有限公司项目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30王靖 会计1702 英特购物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131陈新艳 会计1702 湖南恩惠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132翟雯霏 会计1702 湖南不辜负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438段碧 会计1705 南方润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444谢雯娜 会计1705 湖南尚佳服装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442刘津 会计1705 深圳魔咖科技有限公司差旅费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443杨倩 会计1705 浙江优优佳润鞋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441杨婷婷 会计1705 建福南达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201522405051黄梦香 会计1505 湖南海滨物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计数 15 15
邹玉涵 201703129246廖薇 商务英语1702湖南醴陵市通达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邹玉涵 201703129245杨嘉仪 商务英语1702广州两棵树网络科技公司跨境电商营销方案



邹玉涵 201703129239单文倩 商务英语1702湖南省格雅达玻璃马赛克有限公司网络营销方案设计
邹玉涵 201703129233郑冰 商务英语1702东莞市天隆达制罐有限公司出口流程方案
邹玉涵 201703129237王芳 商务英语1702深圳沃莓科技有限公司参展方案设计
邹玉涵 201703129235钟周燕 商务英语1702深圳市灏瀚传奇科技有限公司海外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邹玉涵 201703129232周璇 商务英语1702深圳市万事达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邹玉涵 201703129244肖莹 商务英语1702湖南华光源海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
邹玉涵 201703129241段新萍 商务英语1702永康市久久太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邹玉涵 201703129234李芷琪 商务英语1702深圳万邦通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邹玉涵 201703129242曹微洋 商务英语1702深圳市盈进家居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
邹玉涵 201703129238傅琳 商务英语1702长沙优美皮具有限公司出口业务方案设计
邹玉涵 201703129240阳桂珍 商务英语1702深圳佳华强五金塑胶公司参展方案设计
邹玉涵 201703129243张梦婷 商务英语1702长沙中起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跨境电商营销方案
邹玉涵 计数 14 14
邹志贤 201704126125李悦 物网(家居)1702智能停车收费管理系统
邹志贤 201704126127陈嘉仪 物网(家居)1702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201704126124刘宇绍 物网(家居)1702智能家居安防系统
邹志贤 201704126122魏仁火 物网(家居)1702智能农业大棚系统设计发案
邹志贤 201704126123蒋晓慧 物网(家居)1702家庭智能安防报警系统设计方案
邹志贤 201704126126傅湘秋 物网(家居)1702智能厨房安全系统方案设计
邹志贤 201704127115肖彩红 物网(软件)1703酒店客房管理系统
邹志贤 201704127116刘军 物网(软件)1703小区诊所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201704127117胡冰星 物网(软件)1703网上订餐系统管理
邹志贤 201704127118朱凯 物网(软件)1703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厨房方案设计
邹志贤 201704127113吴世爱 物网(软件)1703超市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201704125129谭宇澳 物网(智物)1701智能蔬菜大棚的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201704125136刘鑫伟 物网(智物)1701智慧西瓜大棚的设计和实现
邹志贤 201704125132杨江 物网(智物)1701基于Web技术的校园停车管理系统
邹志贤 201704125135唐龙飞 物网(智物)1701服装商场管理系统
邹志贤 201704125127杨晓玉 物网(智物)1701基于“云平台”的有机蔬菜大棚方案设计
邹志贤 201704125126李隽 物网(智物)1701小型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201704125134吕顺 物网(智物)1701基于物联网智能养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201704125125唐叶 物网(智物)1701温室大棚环境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201604125114黄轩 物网1601 大众后勤审批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邹志贤 计数 20 20
左宛鑫 201702103120唐星捷 高铁乘务1701G71次列车纪念抗战历史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23曹容 高铁乘务1701G1362次列车老年人车厢服务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24李桑木 高铁乘务1701G248次列车消防安全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15刘胜永 高铁乘务1701G1869次列车国庆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22李斌 高铁乘务1701G1408次列车七夕节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14刘维 高铁乘务1701G21次列车花朝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13周星雨 高铁乘务1701娄底南站孕妇接待服务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16龙巍芳 高铁乘务1701G1370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17何玉 高铁乘务1701G503次列车中秋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19陈芳芳 高铁乘务1701G1121次列车春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201702103118彭秀邦 高铁乘务1701G95次列车儿童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左宛鑫 计数 11 11
总计数 2189 2189



湖南兴盛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汇一城大润发水产品仓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大森林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库存方案优化设计



深圳都市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优化设计

长沙中通快递公司望城区分部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
亿万家湖南物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华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仓储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上海卡哇伊实业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大加拿科技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岳麓区沃尔玛超市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优泰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沃尔玛华南生鲜配送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德顺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奥力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库存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市芙蓉区家乐福超市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誉满天食品有限公司在库商品养护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望城区京东物流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盐田区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宁乡市圆通速递（宁乡服务部）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江城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水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恰果果农产品有限公司休闲食品供应商评估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海盛港加工城海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理昂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生物质燃料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永州零陵北路顺丰营业点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嘉里大通湖南分公司央广购物项目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江西三志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百果园水果超市望城分店仓储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菜鸟驿站有限公司服务商运营管理优化方案



嘉荣超市麻涌星河城市广场店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中铁五局一公司南昌地铁项目部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邮政快递（EMS）分拨中心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佳惠超市会同店体育用品库存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东方航空MU362次航班迪士尼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湖南驰诚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益阳市南县地区兴盛优选城乡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顺丰速运公司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广州市盛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

“舒菲娅化妆品”618年中大促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嘉兴市中通快递（平湖乍浦营业部）派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百世快递（灰埠店）派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武威银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昂立昇科技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科迈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华润万家湖南配送中心配送质量提升优化方 案设计

盒马鲜生超市金桥门店盒马App物流服务优化设计方案

上海航空FM9361次航班端午节客舱主题活动方案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仓储智能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新希望南山乳制品有限公司流通加工的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鸿胜物流公司危险品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嘉里大通有限责任公司在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瓜瓜的店“敷尔佳医美面膜”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

“Nobodyknows 店铺”微信订阅号内容推广的方案设计
“大闸蟹”产品微信推广方案设计——以淘宝店“湘渔洞庭铺”为例

淘宝店新媒体营销推广设计——以“yy潮精品女装”为例

“Police家优品”314中国警察日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即目JOM穿搭工作室”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湖南脐橙熟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信订阅号的创建与推广

彭彭team &quot;匡威帆布鞋&quot;520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长沙搜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社交平台推广方案设计

“长沙搜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情人节活动方案设计
“春花家的蜜”双十二活动推广方案设计--以“哇哦”农特团购为例
“福安市天马茶业有限公司”909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乐宝多功能变形儿童车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长沙市大唐物流有限公司冷链物流管理优化方案

中通快运长沙分拨中心在库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天天快递长沙星沙城区分部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山市中德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速尔快递长沙雨花六网点发件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玲动抗磨耐用拉杆行李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YJ天然空气清新剂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正浩山楂控油洗面奶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东莞市东越服装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客户接待方案

佛山市美迪科摄影器材有限公司加拿大客户接待方案

湖南湘星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阅读花园创意文化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九华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芬雪莱啤酒有限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钢城铜制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江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往来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稻花香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现代物流学院菜鸟驿站的快递包装回收方案优化设计

张家界绿航果业有限公司物流复核作业方案设计

泰华施清洁科技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山东中仓物流有限公司农产品冷链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丽华物流有限公司A仓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中煤第33工程处物料仓库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运乾快运转运分拨中心理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步步高长沙东站店水产品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通快递长沙转运中心集散分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邮政速递长沙分公司分拣理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西遇时尚服饰长沙中心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Sany员工小区水果超市采购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杭州悠可化妆品公司中心仓库仓储作业优化设计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海航贵宾室接待方案
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商务贵宾通道安检工作流程方案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防爆安全检查工作方案
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二次安检流程处理方案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安检通道新进员工技能培训方案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楚天杯”安检技能大比武方案
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国际通道安检工作方案

FM870次上海至布达佩斯航班首飞客舱活动方案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方案

淘宝店铺流量提升方案——以“湖南衡阳土特产”为例

“小鱼家潮人精品馆”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淘宝店铺流量提升方案设计——以“冠军之路智能舞蹈”网店为例

客户转化率提升方案——以“鸿发爱车装饰之家”淘宝店铺为例

佳惠超市邵阳江北店2020年中秋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韩尚优品大学城店2020年开业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百雀羚长沙地区2020年素颜时光策划方案设计
水果熟了2020年长沙地区果善季策划方案设计
良品铺子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杨小厨辣椒炒肉2020年七夕情人节策划方案设计

ABC分类法在大地商贸公司仓储管理中的优化设计

长沙如意日化百货超市配送中心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央广购物项目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冷藏仓库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北一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恒远机械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森木食品有限公司采购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卡拉曼达文具有限公司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星依服装有限公司产品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苑依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天池服装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浪潮时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乘务人员形象气质培训方案设计

贪吃小店（长沙英祥春天店）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步步高超市电力学院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德邦物流远大路分部运输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物流学院中通快递点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天地华宇长沙岳麓区麓云路分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绿佳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源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河南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广州锯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接待总公司研发团队的活动方案设计
太阳电子公司接待宏达电器公司商务代表团的方案设计
杭州茗蔻服饰有限公司OVINA2020春季新产品发布会活动方案设计



广州欧卡娜化妆品有限公司2020年会活动方案设计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夏”护肤品新产品发布会活动方案设计
广州市蓝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接待长沙市商务代表团活动方案设计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工作总结大会暨元旦联欢晚会活动方案设计

2020年深圳市兰亭科技有限公司兰亭螺旋藻系列新产品发布会方案设计

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一加8”手机新产品发布会方案设计

商贸服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中山市馨与煋光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金钻坊珠宝商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上海海之星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未来百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方案

山东寿光神润发海洋化工有限公司功能性外包物流模式与外包途径的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兴柯机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东岸建筑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顺泰电池制品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宏贸升科技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宏呈毅电子制造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湘远五金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湖南怀化宏旺化工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鸿业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男士休闲服装父亲节活动策划方案
深圳市爱途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国际智能产品贸易博览会参展方案
深圳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平台产品上架方案
杭州拜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加中国食品添加剂展会方案

湖南天龙外贸有限公司出口合同履行跟单流程操作方案

深圳市亿路照明有限公司印度新德里国际LED 产品及技术展览会参展方案

广东环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印度代表团接待方案设计



基于MySQL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深圳美力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设计

常德市临澧县步步高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怀化市迎丰西路大润发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风吹荷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上海远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中升之宝4S店宝马3系自驾游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大唐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顺捷物流有限公司DC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乐马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云仓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双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中山市兴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仓库5S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南海盐步速尔快递有限公司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鸿发家电厨具日杂五金百货店仓库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铁五局四川省九绵高速公路材料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步步高超市（旭辉国际广场店）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大润发（怀化店）仓库的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成都中微普业科技有限公司物料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圆通速递长沙转运中心快递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锦程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方案

通达物流衡阳市步云桥镇分公司零担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中瑞通快递有限公司快递末端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广汽顺捷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位元堂医药有限公司库存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准时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配送环节优化设计



长沙正昊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作业流程方案优化设计

上海天运物流森马服装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中通快递衡阳市祁东县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国邮政长沙县调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医药      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市中通快递营业网点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都人士电子商务公司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岳麓区京东分公司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美菜网生鲜配送中心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速必达希杰物流有限公司湖南电器城配优化方案设计

德邦快递宁乡市创业大道营业部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星沙配送中心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圆通速递长沙县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岳阳市海纳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唯品会有限公司佛山仓库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韵达速运长沙县分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星沙步步高超市泉塘店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恒冠塑胶有限公司分拣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佛山市禅城区金翅食品经营部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百果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白云配送站点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张先生和李小姐“龙凤呈祥”传统中式婚宴接待方案

湖南隆华国际酒店2019国际中文大会接待方案



顺丰速运湘北东方红重货场地布局及流程优化设计

基于Flexsim的某变压器零件生产系统仿真与优化

&quot;韩日风地带&quot;网店转化率提升方案设计



广东本来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调味品报价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珊珊便利店”速冻食品供应商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东莞市新集诚塑胶五金有限公司杂货项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娄底市娄星区奇得胜超市冷品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步步高超市湘潭芙蓉广场店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市都市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鸿凯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采购流程优化设计
诺维（湖南）食品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广东天美联盟日化科技有限公司仓储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卓瑞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市金口日升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爱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傲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冬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宁波璀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江苏天鸿纺织品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小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顺事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好乐玩具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富士山科技有限公司进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东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浙江泰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绿谷服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盛义霖云电脑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永胜木材加工有限公司仓单项下存货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锐意贸易有限公司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南路分理处“物流保付通”产品推广方案
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重庆大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变速器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富海通国际货代公司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参展方案
深圳市鸿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20 年印度自动化博览会参展方案
深圳市艺唯酒业有限公司托拿利尼品牌营销方案

运筹国际物流公司第四届国际货运交易参展方案公司参展方案
湖南蓝色理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宠物智能喂食器亚马逊平台站内推广方案

深圳艾深科技有限公司智能除螨杀菌产品促销方案

梨树全创科技有限公司印刷电路板国际 3C 电子智能装备展览会参展 方案

广州棒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扫地机器人网络营销方案

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接待湖北省代理商代表团方案
广州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接待湖南省高职院校院长代表团方案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2020年茶艺博览会参展方案
广州市汇美服装有限公司秋冬服装新产品发布会策划书



湖北保重保险代理有限公司2020年会活动方案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长城T42系列笔记本新产品发布会策划书
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汽车用品展招展方案
清远阿贝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年会活动策划书
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2019服装展览会招展方案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商务人员招待方案

谢先生与李小姐“凤冠霞帔”主题婚礼接待方案设计

基于PHP开发的时尚潮流衣服裤子网购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3D技术的”荒漠古镇”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3D的”骑士与怪物”RPG游戏设计与实现

长沙君宁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郴州唯美L&D瓷砖公司瓷砖运输流程改进方案设计



湖南靓达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长沙古曲路网点）最后五百米派送模式优化设计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生产现场5S管理方案设计

湖南刘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仟吉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布局优化设计

RFID在康复医院药品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方案设计

湖南永英药业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设计方案



条形码在健身器材质量追溯和管理方 面的应用

上海北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低碳环境下城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常德朗州路店大润发超市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德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物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南极人嘉士仓库出库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申通快递岳麓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南京苏宁雨花物流FDC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白沙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出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通星沙圆梦花园网点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天天快递衡阳运转中心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沫绿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兴起办公家具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宝安鞋业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湖南好运多电脑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南京维奇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质押融资项目监管风险管理方案



武汉金科尼棉花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云南南田蜂蜜销售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仓单项下煤炭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湖南省南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湖南三木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奇立装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爱硕家具有限公司成本费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佛山云端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星艺建材有限公司应收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瑶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县星星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长春中车长客模具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天业电力设备制造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广西南宁桂岭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沧州市万威有限公司仓库建设项目施工优化设计

良品铺子（长沙梅溪湖步步高店）物流配送管理优化方案

佛山市恒辉隆机械有限公司零部件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觅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怀远物流实业有限公司车辆调度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快递长沙步行街分部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大润发超市万家丽路店退货作业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物流运输成本优化方案设计

北京飞龙电器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管理方案设计

深圳市君亚科技有限公司法岸冰箱抵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金旋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本民转动机械有限公司行星齿轮减速机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长沙市天天快递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冷链储存管理优化设计

广东百世云仓供应链管理公司仓配作业优化设计
湖南双捷供应链有限公司长沙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大彬老年人智能手表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北京现代新IX25小型SUV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完美智能美妆冰箱衡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淘宝店铺视觉营销美工设计与实现-以“暖暖的服装”为例

长沙王府井百货六一儿童节安奈儿童装促销方案



湖南伊缘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方正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

震振磁力自动搅拌杯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西安咸阳机场VIP候机室七夕情人节主题活动方案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楼护卫应急能力培训方案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湘年味＂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海南航空公司海口-墨尔本航班中秋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湖南松花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果巴便利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湖南椿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玺荣航电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云芒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医院病历信息化管理方案设计

花琛防脱发洗发水岳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爱笑多功能笔山东临沂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dk人工智能语音蓝牙音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红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江苏汇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成都创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融汇版图地板上海总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县小区基于RFID技术的车辆出入统计方案设计
基于RFID技术的长沙市猪肉安全追溯系统方案设计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的天气预报搜索引擎设计与实现



秘境湘鄂•阅万水千年——探秘土司四日游方案设计
“青铜门下，静候灵归”——长白山“稻米”体验五日游方案设计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书籍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物信院学生党员发展信息管理系统前端设计与实现
基于Django技术的学生党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长沙望城区韵达速递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顺邦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雨花区佳兆业小区菜鸟驿站派件优化设计

溆浦县佳惠超市大汉新城店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康威体育运动用品速卖通跨境平台父亲节促销方案

湖南格润德管业有限公司迪拜酋长国客户接待方案

光联光电消防器材美国奥兰多消防设备展会参展方案

湖南盛夏服装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优化方案

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电子元件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深圳市志平纸制品有限公司复印纸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长沙沙都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湖南文莎电器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广州环球电器有限公司嵌入式高档电蒸炉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海底捞火锅（金星店）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本塘我家酸菜鱼长沙2020年线上推广活动方案设计
GOSO内衣长沙2020年轻靓一夏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禧御贡茶2020年长沙地区中秋节产品推广方案设计
乌名见客奶茶店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活动方案设计



宝盾玻璃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黑白电视老长沙吃货铺2020年国庆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朱先生与李女士“仲夏夜之梦”主题    婚宴接待方案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临汾万家福超市（家乐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三只松鼠零食超市（长沙雨花区店）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成都天府新区万安卫生院药品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德众机械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飞宇汽车零部件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慕烊服装有限公司采购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

木北酒店采购环节供应商选择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湖南花栀酒业有限公司存货融资项目监管现场方案设计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湖南诺森酒业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山西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肥煤静态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杭州睿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佰富联超市（开福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益阳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S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小药药长沙仓库药品库存分类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百世快递长沙转运中心（长沙县）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通快运星沙分拨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汇隆物流公司公路运输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永州市军联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湘潭雨湖京东快递配送站派件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湘华纸业公司原材料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云蜂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顺丰快递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娃哈哈桶装水长沙县湘龙街道配送站路线优化设计

长沙岳麓区步步高超市仓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红星农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恒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先锋集团星沙包装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你好大海星沙店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步步高梅溪湖店蔬果2020双十一促销方案设计

熊猫不走蛋糕长沙地区2020开业策划方案设计

相宜本草长沙区域20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7-11长沙麓山店2020年开业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风波庄衡阳店2020年开业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北方家宴广东区域2020双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长郡梅溪湖中学2020年暑假研学团接待方案设计
酒拾烤肉长沙地区三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鲜目录寿司常德地区三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可心DIY蛋糕2020年长沙地区“幸福晒出来”活动方案设计



品格男装 2020年长沙地区父亲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G95次列车“我爱我的祖国”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6101次列车春运期间旅客突发性休克演习方案设计

G6032次列车“畅游湖湘”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县保家安置小区菜鸟驿站网点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百世快递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岳阳市京东快递汉昌配送站派件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通快递公司河西分部配送线路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一阳红实业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步步高（电力学院店）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水车田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方案
株洲市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市区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药品仓入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桂林临桂德邦物流网点运输配载配装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市威远鑫数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步步高超市（荷塘仓）配送路线的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国邮政速递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佛山乐鼎电子有限公司成品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高尔夫嘉旅欢乐初夏嘉旅随行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御洗坊汽车美容店“焕然一新迎新年”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深圳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稳压管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东莞市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沙发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宁波红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洗衣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长沙天海视科技有限公司电视机质押融资方案设计

关于降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旅客随身携带限制物自弃率的方案

关于浙江长龙航空护送医疗队支援武汉的策划方案



湖南哈佛石油能源有限公司营运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桓桦物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正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永之杰食品公司公司成本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群丰鲜果有限公司库存现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芳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扬州顺辉纸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康健尔医药制造公司存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长沙市设康建筑有限公司 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广州衣熙服装有限公司管理费用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设计
湖南莱恩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饭饭湘餐饮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湖南七十二变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核算优化方案设计
杭州洛韦森林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景医药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零食很忙”星沙步步高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顺洁纸业有限公司物流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达旺达家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湖南恩惠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不辜负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

浙江优优佳润鞋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湖南醴陵市通达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湖南省格雅达玻璃马赛克有限公司网络营销方案设计

深圳市灏瀚传奇科技有限公司海外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深圳市万事达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湖南华光源海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
永康市久久太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深圳万邦通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长沙中起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跨境电商营销方案

G71次列车纪念抗战历史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各专业2020年选题汇总表

统计人：

指导老师 职称 学号 姓名
201704123134 龙梦婷
201704123426 龙鑫
201704123511 贺志雄
201704123517 肖芳芳
201704123537 周云霞
201704123520 张瑶
201704123519 雷慧琳
201704123522 乐敏丽
201704123538 刘聪慧
201704123534 周冬桂
201704123529 李喜媛
201704123533 李丽晨
201704123508 刘倩
201704123527 王晶
201704122110 李昕昊
201704122124 李炫
201704122107 谭今
201704122127 刘雨箐
201704122232 成祥亮
201704122212 邓泽辉
201704122221 卢英华
201704122240 周瑛
201704122242 孟茂莹
201704121133 罗建安
201701110208 田菲
201701110211 王文康
201701110209 谭金雯
201701110212 黄紫玲
201701110201 余铸成
201701110204 严思繁
201701110210 刘莲莲
201701110213 王思娴
201701110205 吴思思
201701110206 何琼瑶
201701110203 唐文清
201701110207 杨婷
201704126102 夏秋林
201704126107 盘铭峰
201704125106 颜园园
201704125101 黄利华
201704128125 朱政任
201704128120 颜鹏



201704128113 苏朋
201704128106 渠俊羽

卜蓓 201513202001 蒋小涵
卜蓓 201701108635 胡一凡
卜蓓 201701108645 张新宇
卜蓓 201701108644 周呈
卜蓓 201701108640 王昱人
卜蓓 201701108627 汪新鹏
卜蓓 201701108639 全宏卫
卜蓓 201701108638 肖寒梅
卜蓓 201701108630 刘丽利
卜蓓 201701108633 熊智坚
卜蓓 201701108643 赵谦
卜蓓 201701108641 沈佳阳
卜蓓 201701108636 徐超伟
卜蓓 201701108632 朱丹
卜蓓 201701108626 陈何乔
卜蓓 201701108637 贺芝
卜蓓 201701108634 黄琰
卜蓓 201701108629 向俊
蔡丽玲 201701111308 周瑶
蔡丽玲 201701111309 左灿
蔡丽玲 201701111307 肖莎莎
蔡丽玲 201701111313 肖子仪
蔡丽玲 201701111314 王海燕
蔡丽玲 201701111301 范琛
蔡丽玲 201701111315 卿雪梅
蔡丽玲 201701111322 胡庭
蔡丽玲 201701111316 汪勇
蔡丽玲 201701111312 吴耀军
蔡丽玲 201701111317 刘一霖
蔡丽玲 201701111302 徐佳
蔡丽玲 201701111310 孟紫
蔡丽玲 201701111318 孙广
蔡丽玲 201701111319 肖艳
蔡丽玲 201701111320 邹溪鸿
蔡丽玲 201701111305 刘佳博
蔡丽玲 201701111303 谢采燕
蔡丽玲 201701111304 蒋振威
蔡丽玲 201701111306 李武雄
蔡丽玲 201701111311 倪新强
蔡丽玲 201701111321 龚锐
曾恋之 201701116101 张武
曾恋之 201701116102 杨双
曾恋之 201701116107 刘文蔚
曾恋之 201701116103 陈博文



曾玉湘 201701112108 欧阳子陵
曾玉湘 201701112111 夏文婷
曾玉湘 201701112113 杨紫清
曾玉湘 201701112112 文儒雅
曾玉湘 201701112109 汤煜祺
曾玉湘 201701112107 杨州
陈瀚 201601108640 肖力
陈瀚 201701108709 王欢
陈瀚 201701108705 熊胜九
陈瀚 201701108706 刘云红
陈瀚 201701108702 刘水林
陈瀚 201701108710 陈方源
陈瀚 201701108716 姚熊
陈瀚 201701108713 胡泽平
陈瀚 201701108707 刘茵茵
陈瀚 201701108718 刘勇
陈瀚 201701108717 李巧
陈瀚 201701108708 肖署丽
陈瀚 201701108720 谭星
陈瀚 201701108723 杨杰
陈瀚 201701108715 黄泽武
陈瀚 201701108714 黄妍
陈瀚 201701108712 赵春艳
陈瀚 201701108722 邓晶方
陈瀚 201701108703 梁玉蓝
陈瀚 201701108701 罗志强
陈瀚 201701108711 黄昌义
陈进军 201705099117 戴舒峰
陈进军 201705099116 袁远鹏
陈进军 201705095216 向朝阳
陈进军 201705095209 周洲浩
陈进军 201705095210 白勇
陈进军 201705095208 贺志强
陈进军 201705095215 李梦瑶
陈进军 201705095214 张有通
陈玉林 201704136105 李贵
陈玉林 201704136113 唐林辉
陈玉林 201704119120 刘浩
陈玉林 201704119115 周纯琳
陈玉林 201704119131 胡唐玲
陈玉林 201704119123 陈中明
陈柱峰 201705097109 蒋志强
陈柱峰 201705097105 刘轩
陈柱峰 201705097102 田丽君
陈柱峰 201705097103 唐光泽
陈柱峰 201605097109 文超



丑振江 201705099134 王彩云
丑振江 201705099130 张梦龙
丑振江 201705099133 吴叶菊
丑振江 201705099128 黎苹
丑振江 201705099127 贺雯宇
丑振江 201705099131 张杰
戴丽娟 201702100119 周耀铭
戴丽娟 201702100112 邓亚威
戴丽娟 201702100123 刘永红
戴丽娟 201702100122 王丽金
戴丽娟 201702100121 杨侃
戴丽娟 201702100118 高少琛
戴丽娟 201702100114 熊丹
戴丽娟 201702100115 雷松磊
戴丽娟 201702100120 罗裕方
戴丽娟 201702100113 郭志璇
戴丽娟 201702100116 赵一婷
戴丽娟 201702100117 王婷婷
邓红霞 201701110101 邓淼
邓红霞 201701110106 李珊
邓红霞 201701110104 王玙璠
邓红霞 201701110116 李佳军
邓红霞 201701110105 刘敏
邓红霞 201701110107 吴飞跃
邓红霞 201701110108 蒋雯羽
邓红霞 201701110102 马泽滢
邓红霞 201701110109 王青
邓红霞 201701110115 蔡佳玲
邓红霞 201701110113 郭政魁
邓红霞 201701110114 段绍祈
邓红霞 201701110110 何京美
邓红霞 201701110118 龙凤花
邓佳燕 201704123109 游启宇
邓佳燕 201704123124 秦宇
邓佳燕 201704123135 肖祥
邓佳燕 201704122243 肖荣琪
邓佳燕 201704123108 李君
邓佳燕 201704123229 邓超
邓佳燕 201704123318 罗畅
邓攀 201701111226 刘弘浩
邓攀 201701111234 聂曦薇
邓攀 201701111227 周任帆
邓攀 201701111230 刘杨
邓攀 201701111222 周伊人
邓攀 201701111229 邓伟峰
邓攀 201701111220 杨灵慧



邓攀 201701111223 熊馨雨
邓攀 201701111232 蔡杰
邓攀 201701111231 陈欣怡
邓攀 201701111235 袁怡婷
邓攀 201701111224 邹家乐
邓攀 201701111236 盛嘉琪
邓攀 201701111219 李冰莹
邓攀 201701111228 李可
邓攀 201701111225 戴倩
邓攀 201701111233 向东
邓攀 201701111221 李欢
邓攀 201701108215 陈莹
邓攀 201701108213 李泽宇
邓攀 201701108216 孙旺
邓攀 201701108214 何雪寒
邓群飞 201703130121 王志贤
邓群飞 201703130122 肖艳平
邓群飞 201703130127 肖垚
邓群飞 201703130129 杨巧玉
邓群飞 201703130123 刘深
邓群飞 201703130119 蒋吉平
邓群飞 201703130120 唐沅江
杜丽茶 201701112121 尹佳怡
杜丽茶 201701112117 董咏怡
杜丽茶 201701112123 刘歆若
杜丽茶 201701112122 芦顺帆
杜丽茶 201701112125 高雨旸
杜丽茶 201701112118 梅盛
杜丽茶 201701112115 宋河川
杜丽茶 201701112119 王泽群
杜丽茶 201701112120 蒋淳
段圣贤 201701108203 胡明阳
段圣贤 201701108208 迟晶
段圣贤 201701108206 高正阳
段圣贤 201701108212 赵逸安
段圣贤 201701108205 欧贝林
段圣贤 201701108204 刘振
段圣贤 201701108207 刘根深
段圣贤 201701108202 石小玉
段圣贤 201701108210 李照妍
段圣贤 201701108209 张福军
范毅强 201705098116 何星博
范毅强 201705098115 肖楚格
范毅强 201705098114 杨珂
范毅强 201705098111 周澳
范毅强 201705098113 张威



范毅强 201705098110 彭赢龙
范毅强 201705098112 胡堤
冯梅 201701134116 罗泰艳
冯梅 201701134117 邹华香
冯梅 201702106301 莫梦娟
冯梅 201701134122 蒋鑫
冯梅 201701134123 张韵棋
冯梅 201701134119 刘小翠
冯梅 201702106546 祝春花
冯梅 201701134113 田赵霞
冯梅 201701134125 吴娣
冯梅 201701134126 何霞
冯梅 201701134121 史丽芳
冯梅 201701134114 马越
冯梅 201701134115 王力
冯熹 201702100125 陈新奥
冯熹 201702100134 杜蕾
冯熹 201702100124 李慧
冯熹 201702100129 吴健
冯熹 201702100130 武爽
冯熹 201702100132 彭昕宇
冯熹 201702100128 李茜
冯熹 201702100126 谢淼
冯熹 201702100133 何佳娟
符蓉 201701134124 陶世杰
符蓉 201701109142 蔡芊
符蓉 201701109130 叶珊
符蓉 201701109131 陈钰婕
符蓉 201701109132 李瑶
符蓉 201701109145 董滨
符蓉 201701109133 孙诗思
符蓉 201701109134 彭芊
符蓉 201701109150 徐梦珍
符蓉 201701109139 陈思良
符蓉 201701109146 陈佳欣
符蓉 201701109135 朱远晟
符蓉 201701109147 杨婉君
符蓉 201701109143 曾湘杰
符蓉 201701109136 王全望
符蓉 201702103214 彭晓琪
符蓉 201701109138 李刚
符蓉 201701109144 王婷
符蓉 201701109149 陈慧霞
符蓉 201701109148 符元花
符蓉 201701109137 韦依萍
龚芳 201704123115 肖锦程



龚芳 201704123106 岳溪洋
龚芳 201704123127 严闻妹
龚芳 201704123117 刘敏
龚芳 201704123207 孟玲
龚芳 201704123219 雷澳丽
龚芳 201704123237 刘茜
龚芳 201704123209 杨梦
龚芳 201704123304 杨甜
龚芳 201704123323 文艺
龚芳 201704123303 刘宏京
龚芳 201704123305 卓倩
龚芳 201704123316 李勇
龚芳 201704123321 谭亚君
龚芳 201540803020 罗思宇
龚芳 201704123408 黄宜芬
龚芳 201704123413 胡耀辉
龚芳 201704123429 万晓佩
龚芳 201704123414 唐文倩
龚芳 201704123430 赵霞
龚芳 201704123405 曾慧玲
龚芳 201704123432 肖艳
龚芳 201704123424 李湘
龚芳 201704123420 刘纯
龚芳 201704123412 李丽霞
龚芳 201704123417 魏麟
龚芳 201704123406 何玉萍
龚韵洁 201702102133 赵静
龚韵洁 201702102135 刘思敏
龚韵洁 201702102129 李佩
龚韵洁 201702102131 罗绰约
龚韵洁 201702102136 陈雨晴
龚韵洁 201702102127 齐琦
龚韵洁 201702102128 龙海古
龚韵洁 201702102130 黄微
龚韵洁 201702102132 王雪
龚韵洁 201702102134 黄明珍
郭瑶 201701115126 周琦英
郭瑶 201701115121 陈梓欣
郭瑶 201701115123 李林哲
郭瑶 201701115124 黄李
郭瑶 201701115122 黄海涛
郭瑶 201701115212 肖广为
郭瑶 201701115215 成程鑫
郭瑶 201701115213 肖丽芳
郭瑶 201701115214 尹栋
郭瑶 201701115208 李香湘



郭瑶 201701115301 吴鸿涛
郭瑶 201701115312 熊超
郭瑶 201701115303 史文珍
郭瑶 201701115302 周晓帅
郭瑶 201701115325 何秀平
何建崎 201701110226 张健
何建崎 201701110228 周君
何建崎 201701110227 郭煜
何建崎 201701110230 梁非
何建崎 201701110225 谢粤
何建崎 201701110229 宋茂娟
何建崎 201701112127 周浩宇
何建崎 201701112128 刘嘉宇
何建崎 201701112129 章梓燚
何建崎 201701112126 欧阳佳俊
何建崎 201601108536 罗琦
何艳君 201701115107 谭艺
何艳君 201702133129 罗玲
何艳君 201701115138 孔晓庆
何艳君 201701115139 刘玉姣
何艳君 201701115140 毛伟香
何艳君 201701115106 黄锐
何艳君 201701115226 段庆
何艳君 201701115223 贺佳乐
何艳君 201701115224 黄琴
何艳君 201701115330 汪义武
何艳君 201701115331 杨柳烨
何艳君 201701115332 俞正浩
何艳君 201701115329 方许林
何艳君 201701115310 蒋梦宇
何艳君 201701115328 孙楚湘
何艳君 201701115225 何世创
贺嵘 201701108839 郝志磊
贺嵘 201701108836 李沐梓辰
贺嵘 201701108844 刘雨豪
贺嵘 201701108843 赵怡芬
贺嵘 201701108849 何家业
贺嵘 201701108835 毛欣
贺嵘 201701108842 夏婧
贺嵘 201701108847 程繁荣
贺嵘 201701108838 刘志豪
贺嵘 201701108845 夏鑫
贺嵘 201701108846 陈青珍
贺嵘 201701108848 奉烨权
贺嵘 201701108837 李天兰
贺嵘 201701108840 刘香岑



贺嵘 201701108841 王晶
贺嵘 201703129132 吴小姣
贺婷婷 201703129127 廖美娇
贺婷婷 201703129120 关紫纯
贺婷婷 201703129121 陈紫微
贺婷婷 201703129125 曾茜
贺婷婷 201703129122 张佩
贺婷婷 201703129117 廖湘华
贺婷婷 201703129118 肖艳婧
贺婷婷 201703129116 黄美君
贺婷婷 201703129128 郭金钗
贺婷婷 201703129129 陈玲
贺婷婷 201703129126 段怡州
贺婷婷 201703129115 谢洁珍
贺婷婷 201703129119 宋延文
贺婷婷 201703129130 陈丽婷
胡军强 201702106225 何帅
胡军强 201702106215 李冰怡
胡军强 201702106216 汤思
胡军强 201702106217 朱智媛
胡军强 201702106218 刘旭泉
胡军强 201702106213 艾琳云
胡军强 201702106219 邓子可
胡军强 201702106214 范钦云
胡军强 201702106222 杨文君
胡军强 201702106223 毛哲
胡军强 201702106212 胡琳
胡军强 201702106220 曹愉靖
胡军强 201702106226 陈祎
胡军强 221422402004 杨洋
胡军强 221422402015 李果
胡平平 201701109123 肖齐欣
胡平平 201701109122 史京霖
胡平平 201701109119 吴谦
胡平平 201701109128 寻金娟
胡平平 201701109118 李浩东
胡平平 201701109120 刘璐婕
胡平平 201701109129 武湘
胡平平 201701109113 唐玉娟
胡平平 201701109124 卓尚婷
胡平平 201701109121 邵银
胡平平 201701109114 胡尚旭
胡平平 201701109115 寇慧珍
胡平平 201701109116 杨娜
胡平平 201701109127 向婉婷
胡强 201704136115 史家豪



胡强 201704136114 刘林
胡强 201704136104 张彬斌
胡强 201704136107 陈斌勇
胡强 201704119101 姚志远
胡艳 201701111409 资清
胡艳 201701111403 王延倩
胡艳 201701111410 刘晶
胡艳 201701111404 贺丹玲
胡艳 201701111401 刘卓
胡艳 201701111418 赵军
胡艳 201701111416 陈善文
胡艳 201701111407 肖鹏
胡艳 201701111408 伍佳佳
胡艳 201701111405 刘水材
胡艳 201701111406 姚洁
胡艳 201701111420 陈春
胡艳 201701111421 陈巧玲
胡艳 201701111402 彭棋
胡艳 201701111413 李可
胡艳 201701111414 陈智杰
胡艳 201701111417 义志
胡艳 201701111412 沈小宇
胡艳 201701111422 张俊
胡艳 201701111411 郑雨婷
胡艳 201701111415 张雯雯
胡艳 201701111419 印丽玲
胡元庆 201701108142 杨皓然
胡元庆 201701108130 高凡
胡元庆 201701108140 黄之宸
胡元庆 201701108143 周慧敏
胡元庆 201701108135 刘小纯
胡元庆 201701108128 刘泓
胡元庆 201701108134 黄娜
胡元庆 201701108137 沈诗寒
胡元庆 201701108136 李杰
胡元庆 201701108145 王亿
胡元庆 201701108131 曾娟
胡元庆 201701108139 刘待
胡元庆 201701108144 李美娟
胡元庆 201701108126 向月
胡元庆 201701108138 肖静
胡元庆 201701108132 吴超
胡元庆 201701108129 刘彦智
花开太 201705096102 罗灿
花开太 201705096107 陈涛
花开太 201705096104 罗沅康



花开太 201705096108 刘金
花开太 201705096116 刘强
花开太 201705096113 熊进
花开太 201705096118 曾令强
花开太 201705096106 刘锋
花开太 201705096101 王星
花开太 201705096112 颜道义
花开太 201705096119 刘贡铭
花开太 201705096117 王海涛
花开太 201705096103 舒江民
花开太 201705099122 汤炜
花开太 201705099123 罗贝佳
花开太 201705095222 彭俊辉
花开太 201705095226 谢涵
花开太 201705095221 阳胜
花开太 201705095220 付文杰
花开太 201705095223 谢权
花开太 201705095219 卢岳峰
花开太 201705095224 张源
花开太 201705095217 周丽贤
花开太 201705095218 成丹丹
花开太 201557001011 张航
黄晔 201702101104 李艳妮
黄晔 201702101103 刘琪瑜
黄晔 201702101106 冯情情
黄晔 201702101105 宁琛
黄晔 201702101111 易会敏
黄晔 201702101101 黄勋
黄晔 201702101107 徐小晶
黄晔 201702101108 杨生权
黄晔 201702101109 向家华
黄晔 201702101110 卜智阳
黄晔 201702101102 李高翔
黄志超 201704122236 胡一帆
黄志超 201704122214 徐凯
黄志超 201704122222 袁湘
黄志超 201704122210 陈阳飞
黄志超 201704122213 何赐建
黄志超 201704121135 刘武
黄志超 201704121101 潘琼琼
黄子宸 201704123113 黄婷
黄子宸 201704123233 唐茜
黄子宸 201704123211 陈雯娟
黄子宸 201704123208 陈湘慧
黄子宸 201704123221 易蕾
黄子宸 201704123206 汤静宜



黄子宸 201704123231 李玉莹
黄子宸 201704123220 邝杨芳
黄子宸 201704123301 谭会
黄子宸 201704123331 朱巧艳
黄子宸 201704123306 黄庆
黄子宸 201704123309 龙玉情
黄子宸 201704123308 蒋淑婷
黄子宸 201704123512 余佳
黄子宸 201704123506 曾璇
黄子宸 201704123514 王瑶瑶
焦韵嘉 201704123126 肖佳豪
焦韵嘉 201704123116 周煜婷
焦韵嘉 201704123129 吴露玲
焦韵嘉 201704123101 魏晨洁
焦韵嘉 201704123214 周瑾
焦韵嘉 201704123225 罗鲜艳
焦韵嘉 201704123232 吴丙秀
焦韵嘉 201704123218 夏罗妙
焦韵嘉 201703129236 孙雅芸
焦韵嘉 201704123234 尹姝情
焦韵嘉 201704123223 何玮
焦韵嘉 201704123427 钟超
焦韵嘉 201704123422 胡书钰
焦韵嘉 201704123415 周勇
焦韵嘉 201704123425 赵佳威
焦韵嘉 201704123434 邓希宇
焦韵嘉 201704123421 高世峰
焦韵嘉 201704123402 蒋康
焦韵嘉 201704123423 杨玲
焦韵嘉 201704123525 罗珺
焦韵嘉 201704123518 林瑶
焦韵嘉 201704123503 马玉
焦韵嘉 201704123532 邓丹丹
旷健玲 201701115112 姚鹏
旷健玲 201701115129 袁艳清
旷健玲 201701115130 王志文
旷健玲 201701115110 周舒琪
旷健玲 201701115133 刘东熳
旷健玲 201701115131 王龙威
旷健玲 201701115135 滕廷宣
旷健玲 201701115211 朱宇旋
旷健玲 201701115216 胡传宗
旷健玲 201701115222 陈凯歌
旷健玲 201701115204 陈鸿
旷健玲 201701115209 梁鑫
旷健玲 201701115206 阳娜



旷健玲 201701115207 刘莎莎
旷健玲 201701115210 熊琦兰
旷健玲 201601112114 王梓骁
旷健玲 201701115324 刘祥
旷健玲 201701115323 邓丽霞
旷健玲 201701115304 黄智利
旷健玲 201701115322 邹菲
赖霞红 201701113108 冯博远
赖霞红 201701113110 刘洋
赖霞红 201701112124 彭雪晨
赖霞红 201701113111 屈左花
赖霞红 201701113112 孙曼
赖霞红 201701113113 李益恋
赖霞红 201701113114 毛彦婷
赖霞红 201701114108 邓紫怡
赖霞红 201701114110 吴周莉
赖霞红 201701114101 沈军艳
赖霞红 201701114105 陈文勇
赖霞红 201701114102 刘婕
赖霞红 201701114103 王珊
赖霞红 201701114106 廖悦聪
赖霞红 201701114104 欧阳子岳
赖霞红 201701114107 廖婵
赖霞红 201701114109 符美玉
赖霞红 201701114204 陈颖
赖霞红 201701114201 黄琳芳
赖霞红 201701114202 马益湘
赖霞红 201701114207 廖辉
赖霞红 201701114205 杨自龚
赖霞红 201701114208 谭容
赖霞红 201701114206 陈珊珊
赖霞红 201701114203 杨梦星
赖霞红 201701114209 杨以涵
赖永晖 201702102101 胡星怡
赖永晖 201702102102 肖清
赖永晖 201702102107 谭美玲
赖永晖 201702102103 刘慧香
赖永晖 201702102104 袁英姿
赖永晖 201702102109 高鑫
赖永晖 201702102111 朱玲玲
赖永晖 201702102105 刘雨梦
赖永晖 201702102108 熊凌云
赖永晖 201702102112 罗灵芳
赖永晖 201702102110 周荣
赖永晖 201702102106 邓小利
黎明 201701108730 田明



黎明 201701108739 罗玉洁
黎明 201701108738 徐雯婧
黎明 201701108725 吴相城
黎明 201701108727 汪朱萍
黎明 201701108744 江豪
黎明 201701108740 李霞月
黎明 201701108741 唐颖杰
黎明 201701108731 李哲
黎明 201701108735 詹春燕
黎明 201701108742 张克远
黎明 201701108736 谢雨欣
黎明 201701108726 吴娴
黎明 201701108728 蔡胜男
黎明 201701108724 朱振华
黎明 201701108734 刘成丁
黎明 201701108743 刘铋铃
黎明 201701108729 于桃
黎明 201701108732 符校平
黎明 201701108733 潘城
李翠琴 201702103139 贺广锋
李翠琴 201702103143 尹淼
李翠琴 201702103141 尹业顺
李翠琴 201702103137 谈林
李翠琴 201702103135 李霞
李翠琴 201702103140 贺俊壹
李翠琴 201702103142 陆佳欣
李翠琴 201702103136 李卓明
李翠琴 201702103138 沈世豪
李洁琳 201702106415 钟钰婷
李洁琳 201702106404 周小烁
李洁琳 201702106412 何维
李洁琳 201702106413 李娅
李洁琳 201702106406 刘丹
李洁琳 201702106418 金铭
李洁琳 201702106419 邓喜英
李洁琳 201702106409 陈倩
李洁琳 201702106410 袁权文
李洁琳 201702106407 童妙玲
李洁琳 201702106411 胡前前
李洁琳 201702106414 高顺
李洁琳 201702106417 彭莎莎
李洁琳 201702106405 周金英
李君 201702103202 李琪
李君 201702103210 钟清
李君 201702103205 万翔
李君 201702103207 贺望



李君 201702103208 隆勋
李君 201702103201 黎靖
李君 201702103212 童锦龙
李君 201702103204 明中秋
李君 201702103209 符迎春
李孟卿 201701108431 邱锋
李孟卿 201701108432 饶永波
李孟卿 201701108438 刘政朋
李孟卿 201701108439 罗双泉
李孟卿 201701108433 邓威
李孟卿 201701108442 李小倩
李孟卿 201701108444 李美兰
李孟卿 201701108437 肖海玉
李孟卿 201701108440 龙文文
李孟卿 201701108436 张宇
李孟卿 201701108441 杨子慧
李孟卿 201701108434 李权
李孟卿 201701108435 邓玲薇
李孟卿 201701112101 唐昕宇
李孟卿 201701112102 贺荟霖
李孟卿 201701112103 曾佳
李孟卿 201701112104 龙郡
李孟卿 201701112105 孙得意
李石燕 201701108829 彭宁
李石燕 201701108818 成志权
李石燕 201701108824 王浩宇
李石燕 201701108830 许彩霞
李石燕 201701108821 唐华
李石燕 201701108817 许飞
李石燕 201701108822 龚焱
李石燕 201701108831 胡晓康
李石燕 201701108833 陈美莲
李石燕 201701108826 谢珂婷
李石燕 201701108819 欧阳群玉
李石燕 201701108820 赵展
李石燕 201701108823 林子斌
李石燕 201701108825 何婷婷
李意兰 201703094115 陈婷
李意兰 201703094116 罗水莲
李意兰 201703094117 马紫英
李意兰 201703094127 谭敏敏
李意兰 201703094118 谢美龄
李意兰 201703094128 唐佩佩
李意兰 201703094119 陈素芳
李意兰 201703094129 方军怡
李意兰 201703094120 刘芊



李意兰 201703094124 寻玉轩
李意兰 201703094125 余诗琦
李意兰 201703094123 张振英
李意兰 201703094126 杨琼
李意兰 201703094121 陈嘉源
李意兰 201703094122 舒湘
李媛 201703130114 李阳
李媛 201703130103 吴文娟
李媛 201703130111 杨翠婷
李媛 201703130116 莫映红
李媛 201703130110 李荣丹
李媛 201703130106 廖慧
李媛 201703130117 熊国锡
李媛 201703130109 曹思琴
李媛 201703130105 罗婷
李媛 201703130113 向思思
梁晨曦 201702106545 王诗琴
梁晨曦 201702106533 陈慧
梁晨曦 201763091241 王思睿
梁晨曦 201702106536 刘芳
梁晨曦 201702106541 郑婷婷
梁晨曦 201702106534 罗月琳
梁晨曦 201702106542 林文丽
梁晨曦 201702106543 朱佳怡
梁晨曦 201702106538 王焦能
梁晨曦 201702106539 陈阳
梁晨曦 201702106535 张贝
梁晨曦 201702106537 王燕
梁晨曦 201702106544 陈倩
梁瑞伟 201701134128 柳俊芳
梁瑞伟 201701134139 陈思宇
梁瑞伟 201701134131 李超
梁瑞伟 201701134140 阳志鹏
梁瑞伟 201701134134 段晓英
梁瑞伟 201701134136 刘霖
梁瑞伟 201701134137 刘蒙
梁瑞伟 201701134141 孙艳
梁瑞伟 201701134142 魏丽城
梁瑞伟 201701134132 周雨诗
梁瑞伟 201701134143 谭紫烨
梁瑞伟 201701134135 涂燕
梁瑞伟 201701134138 文福家
梁瑞伟 201701134144 潘伟
梁瑞伟 201701134133 汤畅
梁瑞伟 201701134130 朱寿富
梁瑞伟 201701134129 杨明珍



梁瑞伟 201701134127 李鹏
梁瑞伟 201517402006 宁丕彦
廖罗尔 201550701001 魏青
廖罗尔 201701110112 刘超
廖罗尔 201701110117 卿前锋
廖罗尔 201705099103 曹洁
廖罗尔 201705099102 罗凌霄
廖罗尔 201702103240 罗俊
廖罗尔 201550201022 张帅
廖罗尔 201705095105 李茜
廖罗尔 201705095111 梅人方
凌嫦娥 201702106332 廖胜红
凌嫦娥 201702106327 谭淑婷
凌嫦娥 201702106321 陈江蕾
凌嫦娥 201702106320 李娇
凌嫦娥 201702106317 马甲怡
凌嫦娥 201702106318 霍倩
凌嫦娥 201702106322 曾珍
凌嫦娥 201702106323 李宇涵
凌嫦娥 201702106325 张克昌
凌嫦娥 201702106331 朱小慧
凌嫦娥 201702106334 邓子颖
凌嫦娥 201702106333 郭甜甜
凌嫦娥 201702106330 时萍
凌嫦娥 201702106329 罗棋元
凌嫦娥 201602106116 曾鹏
刘洁 201702103236 许名果
刘洁 201703129205 沈千红
刘洁 201703129212 黄楚
刘洁 201703129209 刘瑶
刘洁 201703129208 陈冰
刘洁 201703129210 黄冰
刘洁 201703129215 杨寒英
刘洁 201703129203 彭瑶
刘洁 201703129216 邓琴琴
刘洁 201703129207 唐琪
刘洁 201703129211 刘璐
刘洁 201703129214 黄洁
刘洁 201703129213 田静
刘洁 201703129206 覃阳
刘宁 201704123110 包可云
刘宁 201704123105 黎娜
刘宁 201704123329 李思琪
刘宁 201704123302 范春芳
刘宁 201704123325 杨瑛
刘宁 201704123327 王兰



刘宁 201704123320 邬利华
刘宁 201704123332 唐涛
刘宁 201704123336 陈龙
刘宁 201704123307 蒋衡
刘宁 201704123310 刘尚祥
刘宁 201704123409 戴京丽
刘宁 201704123416 伍茜茜
刘宁 201704119106 周凡顺
刘倩 201702103234 彭家博
刘倩 201702103231 唐谊权
刘倩 201702103230 刘伟
刘倩 201702103238 李铭洛
刘倩 201702103229 廖澄
刘倩 201702103235 付琪
刘倩 201702103227 严媚
刘倩 201702103237 黄宇思
刘倩 201702103239 刘银
刘倩 201702103232 尹优志
刘倩 201702103228 段帅帅
刘倩 201702103233 周思良
刘倩 201602103228 郭志韬
刘蔚 201704126129 吕翀
刘蔚 201704126134 何水金
刘蔚 201704126132 马永辉
刘蔚 201704126130 李烨
刘蔚 201704126133 成芳芳
刘蔚 201704127122 周灿
刘蔚 201704127124 陈磊
刘蔚 201704127119 李袁昊
刘蔚 201704127123 夏晨
刘蔚 201704127120 刘诗琦
刘蔚 201704125150 李鑫
刘蔚 201704125143 陈倩
刘蔚 201704125141 肖银兰
刘蔚 201704125142 龙泉
刘蔚 201704125145 孟玉杰
刘蔚 201704125151 张颖
刘蔚 201704125144 贺启涛
刘蔚 201704125147 李丽萍
刘蔚 201704125148 肖晓岚
刘蔚 201704125146 李成荣
刘蔚 201704125140 储雨鑫
刘蔚 201704125149 毕文铭
刘香丽 201704122113 王璟璨
刘香丽 201704122105 邱志宽
刘香丽 201704122136 吴鑫柱



刘香丽 201704122119 刘娉婷
刘香丽 201704122215 宁曼曼
刘香丽 201704121134 杨唐义
刘香丽 201704121102 张可扬
刘香丽 201704121138 曾维兴
刘香丽 201704121132 覃永和
刘香丽 201704128105 刘欣慧
刘香丽 201704128124 付琪美
刘香丽 201704128122 肖莛盛
刘香丽 201704128104 孙志宇
刘香丽 201704128117 王艳
刘香丽 201704128123 邓玉洁
刘香丽 201704128110 廖园园
刘香丽 201704128112 曾午
刘香丽 201704128114 张鑫
刘香丽 201704128107 罗策
刘香丽 201704128102 李多
刘意文 201702133127 陈慧敏
刘意文 201702133128 周敏
刘意文 201702133117 谢慧湘
刘意文 201702133118 彭思静
刘意文 201702133119 李涛涛
刘意文 201702133120 洪晨雨
刘意文 201702133121 岳苗
刘意文 201702133124 朱彬
刘意文 201702133125 陆新如
刘意文 201702133126 陈睦
刘意文 201702133112 何小云
刘意文 201702133116 王建韬
刘意文 201602106345 李新娟
刘雨之 201701111127 许仕杰
刘雨之 201701111101 周瑶
刘雨之 201701111104 唐雅萱
刘雨之 201701111115 刘益玲
刘雨之 201701111117 文耀伟
刘雨之 201701111105 颜文娇
刘雨之 201701111133 江奕锋
刘雨之 201701111134 邓传林
刘雨之 201701111137 张海彬
刘雨之 201701111453 周青明
刘雨之 201701111447 文昌
刘雨之 201701111450 左朝晖
刘雨之 201701111448 蒋尤超
刘雨之 201701111449 李思思
刘雨之 201701111451 刘娟
刘雨之 201701111452 周国庆



龙英 201705097115 欧智智
龙英 201705097117 王琪
龙英 201705097119 杨鑫蔚
卢灿 201705098121 杨柯
卢灿 201705098120 肖志豪
卢灿 201705098119 肖芝颖
卢灿 201705098122 肖佳佳
卢灿 201705098117 易博宇
卢灿 201705098118 张山
卢灿 201705098123 杜博文
罗杏玲 201701108105 游敏
罗杏玲 201701108109 杨剑
罗杏玲 201701108106 瞿姜
罗杏玲 201701108114 金旭华
罗杏玲 201701108116 谢江龙
罗杏玲 201701108122 易媛
罗杏玲 201701108101 龙涛
罗杏玲 201701108115 许光宗
罗杏玲 201701108117 曾霞
罗杏玲 201701108110 吴超
罗杏玲 201701108108 游灿
罗杏玲 201701108120 李小燕
罗杏玲 201701108107 周姣连
罗杏玲 201701108113 欧阳兴东
罗杏玲 201701108111 廖书跃
罗杏玲 201701108118 何子琴
罗杏玲 201701108119 周祁松
罗杏玲 201701108121 田洋洋
罗杏玲 201701108103 向微
罗杏玲 201701108123 郑佩
罗杏玲 201701108125 陈思梅
罗杏玲 201701108102 汪蕾
罗杏玲 201701108104 戢红静
罗杏玲 201701108112 陈斌强
马红萍 201701109108 伍湘林
马红萍 201701109110 王心怡
马红萍 201701109101 陈雅斯
马红萍 201701109111 姚银
马红萍 201701109112 陈明慧
马红萍 201701109107 邓雨晴
马红萍 201701109102 谢繁
马红萍 201701109105 万蕾
马红萍 201701109106 杨小钰
马红萍 201701109103 卜丹
马红萍 201701109104 石青英
马红萍 201701108539 易龙辉



马红萍 201701108540 胡鑫
马红萍 201701108541 陈朗
马红萍 201701108544 毛观虎
马红萍 201701108542 周斌
马红萍 201701108543 李雷
马红萍 201701108538 阳妮
马红萍 201601109128 倪娟
马红萍 201601109131 曹望
马红萍 201601109133 白东
马红萍 201601109136 龚琴
马建翠 201705105107 于耀波
马建翠 201705105106 潘佳慧
马建翠 201705105109 唐佳钰
马建翠 201705105103 侯洁琳
马建翠 201705105101 颜莎
马建翠 201705105108 罗敏泉
马建翠 201705105104 曾晶萍
马建翠 201705105105 邓丽
马建翠 201705105102 贺红梅
马建翠 201705096105 唐斌
马建翠 201705096111 余泽
马建翠 201705096115 王畅通
马建翠 201705096109 刘焱
马建翠 201701108802 李宇飞
马建翠 201701108814 刘学理
马建翠 201701108813 刘小虎
马建翠 201701108809 周斌
马建翠 201701108803 邓傲
马建翠 201701108815 唐蕾
马建翠 201701108816 杨晓丽
马建翠 201701108812 曾惠梅
马建翠 201701108801 石雅倩
马建翠 201701108806 龚聂双
马建翠 201701108805 陈利海
马建翠 201701108807 张亚婷
马建翠 201701108811 舒丽莹
马建翠 201701108804 何林
马建翠 201701108808 缪蕊蕊
缪桂根 201701111208 邹晓芸
缪桂根 201701111215 潘婧
缪桂根 201701111210 廖纯
缪桂根 201701111201 刘祥宴
缪桂根 201701111203 管伟
缪桂根 201701111204 唐嘉莹
缪桂根 201701111205 陈慧慧
缪桂根 201701111216 刘淑梅



缪桂根 201701111202 刘冰妍
缪桂根 201701111217 吴明珠
缪桂根 201701111212 黄小明
缪桂根 201701111218 殷泽峰
缪桂根 201701111211 熊佳岚
缪桂根 201701111206 胡媛
缪桂根 201701111213 杨桦
缪桂根 201701111214 李园勰
缪桂根 201701111207 杨武
缪桂根 201701111209 向心雷
欧阳红巍 201704123319 肖雨薇
欧阳红巍 201704123404 龚静茹
欧阳红巍 201704123526 陈凯
欧阳红巍 201704123509 阮旭粤
欧阳红巍 201704123528 刘美华
欧阳红巍 201704123510 龙启锐
欧阳红巍 201704123531 万文静
欧阳红巍 201704123515 邓倩
彭合才 201704123118 胡壮志
彭合才 201704123133 杨子建
彭合才 201704123119 袁佳斌
彭合才 201704123121 王本雄
彭茜薇 201701109234 熊也
彭茜薇 201701109226 黄婷
彭茜薇 201701109233 何鸿磊
彭茜薇 201701109227 郭璐璐
彭茜薇 201701109228 唐婷
彭茜薇 201701109232 陈翔
彭茜薇 201701109230 王奕玲
彭茜薇 201701109231 向利蓉
彭茜薇 201701109235 翟晓青
彭茜薇 201701109229 舒燮芳
秦颖 201701111333 谢卓湘
秦颖 201701111325 宁晶
秦颖 201701111343 刘峻岑
秦颖 201701111334 李晶
秦颖 201701111323 何美珍
秦颖 201701111332 陈婉婷
秦颖 201701111326 马琼
秦颖 201701111324 唐婷
秦颖 201701111327 钟慧
秦颖 201701111339 杨璐
秦颖 201701111336 王亚辉
秦颖 201701111328 王颐
秦颖 201701111329 郭羡妮
秦颖 201701111344 黄帅



秦颖 201701111335 黄俊
秦颖 201701111342 敖阳
秦颖 201701111330 伍淞妍
秦颖 201701111331 汪丹
秦颖 201701111338 王瑶
秦颖 201701111341 周家富
秦颖 201701111337 刘熠
秦颖 201701111454 唐丽媛
秦颖 201701108319 陈界围
秦颖 201701108320 罗秀琴
秦颖 201701108318 王锦涛
秦颖 201701108324 胡杰
秦颖 201701108321 贺琛
秦颖 201701108322 陈米峰
沈治国 201705098108 王景松
沈治国 201705098101 晏佳珍
沈治国 201705098109 胡帅
沈治国 201705098106 朱沛仙
沈治国 201705098107 徐月利
石通和 201439400141 丁佳瑶
石通和 201702104159 彭雅萱
石通和 201702104155 赵庆
石通和 201702104128 冯鑫沛
石通和 201702104134 罗艳
石通和 201702104112 鄢淋
石通和 201702104106 祝小叶
石通和 201702104101 毛轩宇
石通和 201702104124 黄珊珊
石通和 201702104144 吴樱
石通和 201702104138 郭佳
石通和 201702104142 刘洁
石通和 201702104114 杨凌
石通和 201702104136 谢紫林
石通和 201702104115 涂园
石通和 201702104139 刘柳慧
石通和 201702104122 雷思华
石通和 201702104121 魏舒彤
石通和 201702104120 唐迷
石通和 201702104119 欧阳棋萱
石通和 201702104117 邓文慧
石通和 201702104140 周慧
史鸽飞 201705099126 毛逢缘
史鸽飞 201705099125 龚乐成
史鸽飞 201705099124 陈志星
史鸽飞 201705095121 苏雪
史鸽飞 201705095120 刘星材



史鸽飞 201705095127 王祖荣
史鸽飞 201705095125 杜洋
史鸽飞 201705095126 邱杨
史鸽飞 201705095118 盛娟
史鸽飞 201705095119 唐咸顺
史鸽飞 201705095124 王智勇
舒晖 201705099121 彭文广
舒晖 201705099120 肖汉凡
舒晖 201705095110 孙文提
舒晖 201705095106 喻星宇
舒晖 201705095112 孙志豪
舒晖 201705095107 邹锂
舒晖 201705095102 张澳
舒晖 201705095103 黄春
舒晖 201705095115 黄江
舒晖 201705095104 桂俊
舒晖 201605095122 郭钞
孙彭城 201705097121 余智辉
孙彭城 201705097108 彭智超
孙晓庆 201704123102 周晓倩
孙晓庆 201704123131 廖白兰
孙晓庆 201704123107 杨英
孙晓庆 201704123111 张园
孙晓庆 201704123136 罗婷
孙晓庆 201704123128 周龙云
孙晓庆 201704123130 王彬双
孙晓庆 201704123201 胡亮
孙晓庆 201704123227 刘建华
孙晓庆 201704123215 谭璐
孙晓庆 201704123216 肖煜
孙晓庆 201704123230 周巧
孙晓庆 201704123210 欧阳方俊
孙晓庆 201704123224 周思维
孙晓庆 201704123204 何鹏
孙晓庆 201704123236 罗澍晴
孙晓庆 201703129123 朱灿
孙晓庆 201704123212 蔡浩
孙晓庆 201704123226 熊清凡
孙晓庆 201704123205 彭梦豪
孙晓庆 201704123217 尹文健
孙晓庆 201704123203 何娟秀
孙晓庆 201702101115 廉利
孙晓庆 201704123222 杜姗
孙晓庆 201704123334 王晴
孙晓庆 201704123312 曹娟
孙晓庆 201704123315 麻唯康



孙晓庆 201704123328 谢巧秀
孙晓庆 201704123311 杨兴容
孙晓庆 201704123322 彭哲
孙晓庆 201704123333 李小军
孙晓庆 201704123313 欧阳艳芳
孙晓庆 201704123335 文广妹
孙晓庆 201704123324 欧红艳
孙晓庆 201704123513 刘子瑶
谭新明 201701116113 符成韬
谭新明 201701116114 李娟
谭新明 201701116109 肖聪
谭新明 201701116111 钟文容
谭新明 201701116110 胡婷
谭新明 201701116112 朱豪
谭新明 201701108621 姜楠
谭新明 201701108618 张鑫宇
谭新明 201701108623 龙鑫浩
谭新明 201701108616 周倩
谭新明 201701108612 陈阳
谭新明 201701108620 郑晓艳
谭新明 201701108613 李吉
谭新明 201701108624 李金鑫
谭新明 201701108617 刘琳
谭新明 201701108615 邱思莹
谭新明 201701108625 吴娇娇
谭新明 201701108614 谢乐亭
谭新明 201701108622 蔡丽芹
谭璇 201702100101 张梦柳
谭璇 201702100103 廖佳丽
谭璇 201702100104 吴水姣
谭璇 201702100111 雷缓
谭璇 201702100105 缪梦帆
谭璇 201702100109 黄颖洁
谭璇 201702100106 娄菲
谭璇 201702100110 艾溶
谭璇 201702100102 曾丽颖
谭璇 201702100107 谢昕
谭璇 201702100108 杨子艺
汤澜 201603130139 罗娇玲
汤澜 201703130145 黄婷
汤澜 201703130140 谭蓉
汤澜 201703130146 郭丹
汤澜 201703130148 廖婧
汤澜 201703130131 詹天忆
汤澜 201703130142 陈超
汤澜 201703130144 李路



汤澜 201703130143 王玉梅
汤澜 201703130141 戴烨烨
汤澜 201703130138 李丽华
汤澜 201703130147 汤唏
汤澜 201703130150 严雨顺
汤澜 201703130133 杨妮
汤澜 201703130136 丁玉珍
汤澜 201703130134 喻灿
汤澜 201703130139 罗施思
汤澜 201703130132 阳永进
汤澜 201703130135 李洪
汤澜 201703130149 古萃君
汤澜 201703130151 郑佳成
汤澜 201703130153 廖小英
汤澜 201537101002 谢鹏辉
唐慧敏 201702106139 廖明艳
唐慧敏 201702106134 杨琼
唐慧敏 201702106135 罗玉婷
唐慧敏 201702106137 吕丹
唐慧敏 201702106138 刘义
唐慧敏 201702107137 刘文彬
唐慧敏 201702107136 贺思宇
唐慧敏 201702107135 方碧蓉
唐慧敏 201702107133 辛勇
唐慧敏 201702107134 曾巧
唐慧敏 201702107131 黄丹霞
唐顺之 201702106422 汤学海
唐顺之 201702106427 孙慧敏
唐顺之 201702106421 刘茜
唐顺之 201702106431 蔡娟
唐顺之 201702106432 朱微
唐顺之 201702106423 刘盼
唐顺之 201702106433 徐冬玲
唐顺之 201702106428 李鑫凝
唐顺之 201702106429 莫佳逸
唐顺之 201702106426 罗姜
唐顺之 201702106425 李美莲
唐顺之 201702106424 何艳
唐顺之 201702106434 蒋小婷
陶珂 201703129139 吴秋利
陶珂 201703129140 卢宇杰
陶珂 201703129144 欧艳平
陶珂 201703129135 刘洁
陶珂 201703129136 李芳萍
陶珂 201703129133 陈雨欣
陶珂 201703129143 张怡婷



陶珂 201703129137 谭冬菊
陶珂 201703129138 钱媛
陶珂 201703129141 张妮
陶珂 201703129142 李亚娟
陶珂 201703129134 周梦琪
陶珂 201703129202 文紫馨
陶珂 201703129201 张小莉
陶珂 201702100212 鲁佳乐
童清华 201703094112 刘静蕾
童清华 201703094111 潘婷
童清华 201703094113 李良玉
童清华 201703094114 刘宇
童清华 201703094103 崔钟月
童清华 201703094104 尹业萍
童清华 201703094105 杨丹丹
童清华 201703094106 方晓丹
童清华 201703094107 何巧雅
童清华 201703094101 朱荷雨
童清华 201703094108 朱思丽
童清华 201703094102 黎友琴
童清华 201703094110 廖丽娜
童清华 201703094109 周晓红
童一帆 201702104156 张晶
童一帆 201702104132 罗正午
童一帆 201702104108 黄明钰
童一帆 201702104154 龙思凤
童一帆 201702104153 胡瑶
童一帆 201702104152 尤昕熠
童一帆 201702104151 宁洁萍
童一帆 201702104109 周朗
童一帆 201702104126 霍心星
童一帆 201702104147 胡兴
童一帆 201702104146 鲁晴
童一帆 201702104158 鲁田甜
童一帆 201702104116 朱芷炫
童一帆 201702104145 易纯
童一帆 201702104143 杨斌
童一帆 201702104107 谢炜
童一帆 201702104105 彭志超
童一帆 201702104130 向梓华
童一帆 201702104129 杨清钰
万里 201704122237 谭超
万里 201704122208 刘鑫
万里 201704122230 邓岭峰
万里 201704121105 黄俊杰
万里 201704121109 肖龙宇



万里 201704121124 彭浪
万里 201704121110 肖立鹏
万里 201704121142 廖子康
万里 201704121127 贺敏学
万里 201704121130 陈杰
万里 201704121129 周欢
万里 201704121137 贺黎
万里 201704121131 彭磊
王安 201701109201 邓雨涵
王安 201701109218 张玉娇
王安 201701109206 李婷
王安 201701109205 张洋
王安 201701109207 傅才东
王安 201701109208 谭宗询
王安 201701109213 欧赛男
王安 201701109215 王晓燕
王安 201701109209 李梦霞
王安 201701109202 廖海倩
王安 201701109210 彭慧敏
王安 201701109214 卢陈艳
王安 201701109211 唐新蒂
王安 201701109212 曾嫣
王安 201701109216 唐澜
王安 201701109203 蒲玉玲
王安 201701109204 陈佩
王朝晖 201515601012 任鑫
王朝晖 201701108232 李明昊
王朝晖 201701108234 乔乙洲
王朝晖 201701108233 汪子燕
王朝晖 201701108221 林扬
王朝晖 201701108226 熊思思
王朝晖 201701108240 杨霈
王朝晖 201701108238 高晨
王朝晖 201701108235 徐慧
王朝晖 201701108242 张沁怡
王朝晖 201701108225 张攀攀
王朝晖 201701108244 龙煌
王朝晖 201701108227 唐伟三
王朝晖 201701108222 丁珈珞
王朝晖 201701108230 青哲宇
王朝晖 201701108224 周婷婷
王朝晖 201701108245 覃上典
王朝晖 201701108229 秦强
王朝晖 201701108228 曾咸亮
王朝晖 201701108231 万芳余
王朝晖 201701108239 朱青



王朝晖 201701108223 卿娟
王朝晖 201701108219 唐凌华
王朝晖 201701108243 杨雅娜
王朝晖 201701108241 肖典俊
王朝晖 201701108236 杨森清
王朝晖 201701108220 刘洪李
王朝晖 201701108237 周密
王晨 201341802020 胡涛
王芳 201702106520 周鸿艳
王芳 201702106519 刘慧
王芳 201702106501 王礼鑫
王芳 201702106502 全巧霞
王芳 201702106504 余青
王芳 201702106528 李媛
王芳 201702106524 刘婧
王芳 201702106526 刘静
王芳 201702106517 陶洁
王芳 201702106527 邓玉翠
王芳 201702106518 何晶晶
王芳 201702106523 陈鑫辉
王芳 201702106522 郭晶晶
王芳 201702106525 高雅
王芳 201702106503 贺丽君
王芳 201702106521 侯俊杰
王芳 201602106350 黎缘
王宏宇 201704126106 隆湛
王宏宇 201704126110 秦渡
王宏宇 201704126104 李洁龙星
王宏宇 201704127104 王尊裕
王宏宇 201704127101 倪美玉
王宏宇 201704127102 刘雨松
王宏宇 201704127105 欧阳杰
王宏宇 201704127106 王景德
王宏宇 201704125110 周慧敏
王宏宇 201704125103 邓海燕
王宏宇 201704125111 洪敏
王宏宇 201704125112 肖子豪
王宏宇 201704125109 刘丽
王宏宇 201704125104 常开兴
王宏宇 201704125105 黎丽丽
王宏宇 201604126118 谢谨阳
王珂达 201704136106 应骁健
王珂达 201704136112 陶欣茹
王珂达 201704136103 唐莉
王珂达 201704119109 陈律
王珂达 201704119113 陈娆



王珂达 201704119118 李紫雯
王珂达 201704119111 满有香
王宁茜 201701134102 李凤辉
王宁茜 201701134107 潘宇诚
王宁茜 201701134103 彭萌
王宁茜 201701134112 刘之云
王宁茜 201701134110 李阿幸
王宁茜 201701134111 刘心如
王宁茜 201701134104 郑惊湘
王宁茜 201701134105 曹宇珊
王宁茜 201701134106 王承栋
王宁茜 201701134108 奉辉杰
王宁茜 201701134101 杨吉学
王宁茜 201701134109 张奕娇
王宁茜 201701108601 曾港
王宁茜 201701108605 张玉容
王宁茜 201701108611 贺楠
王宁茜 201701108608 李庆
王宁茜 201701108603 江晶晶
王宁茜 201701108604 易丹
王宁茜 201701108606 黄凯
王宁茜 201701108602 张树强
王宁茜 201701108609 赵银
王频 201702133101 陈玲
王频 201702133107 戴猷娜
王频 201702133105 喻雨红
王频 201702133104 彭俊丽
王频 201702133106 彭春玉
王频 201702133103 李紫燕
王频 201702133102 李双慧
王频 201702107124 邓玉秋
王频 201702107130 周鑫鹏
王频 201702107129 王屹
王频 201702107127 赵卓智
王频 201702107125 熊宇
王频 201702107126 陈美亮
王频 201702107123 张思思
王思义 201704122145 王敏
王思义 201704122138 羊倩文
王思义 201704122139 彭文豪
王思义 201704122121 刘陈昊
王思义 201704122115 杨娇
王思义 201704122142 朱泽姿
王思义 201704122126 李庆超
王思义 201704122140 唐婷
王思义 201704122103 李燕萍



王思义 201704122106 吴军
王思义 201704122125 朱文康
王思义 201704122227 张洁
王思义 201704122209 彭湘衡
王思义 201704122224 刘宇
王思义 201704122231 童兴旺
王思义 201704122235 李加加
王思义 201704122217 黎涛
王思义 201704122202 李文武
王思义 201704122201 付佳驹
王思义 201704122203 闵夏宇
王思义 201704122204 吴明霖
王思义 201704122229 李杰
王思义 201704122207 段丽红
王思义 201704122206 王钟辉
王思义 201704121117 罗灿
王思义 201704121107 刘文霞
王思义 201704121144 谭晖
王思义 201704121141 曾宇
王思义 201704128108 汪溶情
王武 201704119133 文龙
王武 201704119132 黄凌峰
王武 201604119128 王一成
王武 201604119117 杨洁
王亚丽 201702106107 龙金卉
王亚丽 201702106108 何彦慧
王亚丽 201702106146 颜婕
王亚丽 201702106103 张艳
王亚丽 201702106106 汪蕾
王亚丽 201702106102 蔡婵娟
王亚丽 201702106104 李霞
王亚丽 201702106105 粟碧珍
王亚丽 201702106250 李尚美
王亚丽 201702106248 晏乐
王亚丽 201702106245 刘歌
王亚丽 201702106244 胡洁
王亚丽 201702106243 刘娜
王亚丽 201702106246 李佳丽
王亚丽 201702106249 丁茜
王亚丽 201522405043 周敏
王亚丽 201522405042 刘洋
王亚丽 201522405044 龚洁
魏波 201705099108 龚铂荣
魏波 201705099115 陈建新
魏波 201705099111 刘家伟
魏波 201705099104 段文捷



魏波 201705099113 徐刚
魏波 201705099107 陈珂
魏波 201705099106 张伟
魏波 201705099112 陈伊
魏波 201705099109 刘雨琦
魏波 201705099110 向枫
魏波 201705099114 彭涛
文俊 201701108425 陈宇廷
文俊 201701108428 胡瑞威
文俊 201701108427 黄雨晴
文俊 201701108418 陈家慧
文俊 201701108419 谭德谱
文俊 201701108429 张杰
文俊 201701108421 高芹
文俊 201701108423 李江媛
文俊 201701108416 钟芳
文俊 201701108426 陈凡宇
文俊 201701108424 叶小玉
文俊 201701108417 邓晶莹
文俊 201701108420 刘镔
文俊 201701108422 文锦悍
文俊 201701108430 梁锦轩
文俊 201701112132 陈冠宗
文俊 201701112130 肖博威
文俊 201701112133 张震
文俊 201701112131 张慎
吴春平 201702106142 向薛勇
吴春平 201702106140 陈湘群
吴春平 201702106101 石卓
吴春平 201702106141 吴志美
吴春平 201702106516 李盈
吴春平 201702106531 柏丽
吴春平 201702107102 高傲
吴春平 201702107103 赖以桢
吴春平 201702107101 郭玉清
吴春平 201702107104 蒋忠富
吴春平 201702107106 杨国梁
吴春平 201702107107 欧阳梦蝶
吴春平 201702107105 刘阳
吴春平 201339401774 谭雅琼
吴利 201702106335 谢玉莎
吴利 201702106347 刘小语
吴利 201702106341 唐小丽
吴利 201702106336 颜雅莉
吴利 201702106338 伍光
吴利 201702106343 赵腾桀



吴利 201702106339 卿煊
吴利 201702106340 胡叔俊
吴利 201702106346 刘波
吴利 201702106345 曾雯洁
吴利 201702106342 钟小勇
吴利 201702106401 李旺
吴利 201702106402 余小燕
吴利 201702106403 倪莹
吴利 201422403006 田晓妮
吴正心 201701111423 丁俊
吴正心 201701111436 旷飘
吴正心 201701111440 邹小凤
吴正心 201701111443 梁承凤
吴正心 201701111432 刘鹏
吴正心 201701111437 罗秋怡
吴正心 201701111431 黄琛
吴正心 201701111441 刘兰
吴正心 201701111438 刘苏爱
吴正心 201701111442 刘娟
吴正心 201701111424 彭良
吴正心 201701111439 何碧玉
吴正心 201701111444 陈玲云
吴正心 201701111426 邓祥琪
吴正心 201701111427 肖富圣
吴正心 201701111434 朱东玲
吴正心 201701111428 杨广生
吴正心 201701111429 张淑君
吴正心 201701111433 何敏
吴正心 201701111435 文晴
吴正心 201701111425 任非凡
武献宇 201704126111 胡鸿宇
武献宇 201704126113 侯帅奇
武献宇 201704126114 尹曌
武献宇 201704126115 谢伟东
武献宇 201704126117 罗浩南
武献宇 201704126120 马仁繁
武献宇 201704127107 胡昊
武献宇 201704127108 孙昕逸
武献宇 201704127111 李盛
武献宇 201704127109 周远勤
武献宇 201704127112 彭向宇
武献宇 201704127110 刘智豪
武献宇 201704125117 袁鸿博
武献宇 201704125118 管紫默
武献宇 201704125120 张宇
武献宇 201704125113 黄紫晴



武献宇 201704125116 刘胜
武献宇 201704125122 李典福
武献宇 201704125124 宋少乾
武献宇 201704125121 刘华
武献宇 201704125119 凌宏羽
夏红球 201701115111 贺子翔
夏红球 201701115113 李旦
夏红球 201701115114 周峰
夏红球 201701115115 陈晓芬
夏红球 201701115132 李小姣
夏红球 201701115220 盛彬彬
夏红球 201701115229 成元峰
夏红球 201701115221 欧佳
夏红球 201701115219 叶伟
夏红球 201701115305 周颖
夏红球 201701115309 周艳姣
夏红球 201701115307 蒋倩
夏红球 201701115308 李美红
夏红球 201701115306 王明慧
夏江雪 201705099137 缪帆
夏江雪 201705099101 王瑶
夏江雪 201705099136 麻丹
夏江雪 201705095213 肖国仁
夏江雪 201705095117 温高科
夏江雪 201701108218 蒋海凤
夏江雪 201701110132 唐磊
夏江雪 201705095109 范超
夏江雪 201705095116 向胤
夏江雪 201701108827 王明
向明月 201704123418 龙缘
向明月 201704123410 谢丽
向明月 201704123401 罗思思
向明月 201704123428 张光巧
向明月 201704123436 吴萱
向明月 201704123407 肖依云
向明月 201704123507 郭鼎铭
向明月 201704123524 姜倩文
向明月 201704123535 欧洁萌
向明月 201704123536 徐云
向明月 201704123530 杨铁妹
肖红梅 201703129103 侯子妮
肖红梅 201703129107 廖梓璇
肖红梅 201703129105 李馨怡
肖红梅 201703129106 邓祉涵
肖红梅 201703129111 李红
肖红梅 201703129112 苏玲俐



肖红梅 201703129109 张艳芬
肖红梅 201703129113 彭果梅
肖红梅 201703129104 邓晨晓
肖红梅 201703129101 陈瑶
肖红梅 201703129108 杨启翔
肖红梅 201702102139 陶敏
肖红梅 201703129114 何莲
肖红梅 201703129110 毛江英
肖盼希 201702106436 骆永婕
肖盼希 201702106435 廖红忠
肖盼希 201702106437 陈茜
肖盼希 201702106532 刘乾
肖盼希 201702106512 田燚
肖盼希 201702106509 戴海潮
肖盼希 201702106505 颜文娟
肖盼希 201702106506 陈丽
肖盼希 201702106508 刘湘
肖盼希 201702106513 袁玉婷
肖盼希 201702106510 肖子茜
肖盼希 201702106514 高紫薇
肖盼希 201702106515 唐迎
肖盼希 201702106529 曾欢
肖盼希 201702106507 杨志达
肖盼希 201702106511 熊智晨
肖晓琳 201701115116 谭蜜
肖晓琳 201701115104 任婕
肖晓琳 201701115105 潘宏发
肖晓琳 201701115102 陈湘慧
肖晓琳 201701115101 彭震
肖晓琳 201701115108 陆宝莲
肖晓琳 201701115117 肖妮
肖晓琳 201701115103 彭丹
肖晓琳 201701115202 戴荣华
肖晓琳 201701115203 胡升艳
肖晓琳 201701115227 邓程文
肖晓琳 201701115201 谢陈正
肖晓琳 201701115228 李静
肖晓琳 201701115319 李聪
肖晓琳 201701115315 温祥
肖晓琳 201701115314 吴积光
肖晓琳 201701115317 张政
肖晓琳 201701115318 吕晨
肖兴 201702100219 陈丽蓉
肖兴 201702100220 冯喆
肖兴 201702100222 阳昊
肖兴 201702100229 陈诗婷



肖兴 201702100225 邹佳妮
肖兴 201702100228 王婷
肖兴 201702100221 王欢
肖兴 201702100227 高晴
肖兴 201702100217 李超越
肖兴 201702100218 黄霞
肖兴 201702100223 吴婷
肖兴 201702100226 吴慧
谢璐明 201702133130 谢桂花
谢璐明 201702133141 向姣姣
谢璐明 201702133131 张佳璐
谢璐明 201702133132 李仪嘉
谢璐明 201702133133 郭琴
谢璐明 201702133138 任乐尤
谢璐明 201702133140 刘文欣
谢璐明 201702133134 向敏辉
谢璐明 201702133136 唐臻
谢璐明 201702133135 李巧
谢璐明 201702133137 王玉娟
谢璐明 201702133139 陈韶珍
谢璐明 201702106109 杨嘉伟
谢璐明 201702106110 夏佳
谢璐明 201702106111 钟奕欣
谢璐明 201702106112 叶尚
谢艳梅 201704119124 陈蓉新
谢艳梅 201704119117 谭龙思
谢艳梅 201704119114 肖梦雅
谢艳梅 201704119107 胡姣
谢艳梅 201541801018 方子健
熊英 201601115241 张子轩
熊英 201701115134 熊吉灿
熊英 201701115120 周俊
熊英 201701115127 黎倩
熊英 201701115119 鲁帅婕
熊英 201701115136 王文钦
熊英 201701115205 王锦琳
熊英 201701115230 曾睦钧
熊英 201701115233 王宣
熊英 201701115234 谢希敏
熊英 201701115232 张靓
熊英 201701115231 罗炳琪
熊英 201701115336 陈雨良
熊英 201701115321 江妮
熊英 201701115337 徐文镇
熊英 201701115326 段链锟
熊英 201701115334 聂喜敏



熊英 201701115338 杜鑫
熊英 201701115339 彭炜
熊英 201701115327 周姣艳
熊英 201701115335 邹玲
熊英 201701115333 何晓丽
熊英 201701115320 伍逞威
熊英 201701115313 张翔
徐淑英 201705098125 彭文亮
徐淑英 201705098129 唐鸿杰
徐淑英 201705098124 卿前进
徐淑英 201705098130 周文生
徐淑英 201705098127 陈湘阳
徐淑英 201705098126 颜璨学源
徐淑英 201705098128 朱文强
徐淑英 201705098131 刘忠全
严福泉 201513201043 黎祎凡
严福泉 201701108338 张梦可
严福泉 201701108344 贺华皓
严福泉 201701108330 肖双
严福泉 201701108333 曾德丽
严福泉 201701108327 曾洁
严福泉 201701108345 傅全勇
严福泉 201701108329 王勇
严福泉 201701108334 何果
严福泉 201701108346 肖志强
严福泉 201701108337 钟诗诚
严福泉 201701108342 黄扬
严福泉 201701108325 杨勇
严福泉 201701108339 张思
严福泉 201701108332 李梦思
严福泉 201701108331 唐沛沛
严福泉 201701108343 李蓉
严福泉 201701108335 王宝钧
严福泉 201701108340 郭艳
严福泉 201701108328 字李丹
严福泉 201601108114 文虹娟
杨彪 201705097120 马奥权
杨彪 201705097112 黄炜宁
杨彪 201705097116 文望华
杨立雄 201704122108 李英杰
杨立雄 201704122228 覃小宝
杨立雄 201704122238 廖增辉
杨立雄 201704122219 欧金宇
杨立雄 201704122245 谢晨健
杨立雄 201704121115 姜雨轩
杨立雄 201704121113 陈广弘



杨立雄 201704121126 成志雄
杨立雄 201704121121 陈珂
杨立雄 201704121123 吴鹏
杨立雄 201704121128 刘名卓
杨立雄 201704121125 何欢
杨立雄 201704121103 覃健
杨立雄 201704121120 胡景荃
杨立雄 201704121140 杨振亚
杨立雄 201704121119 郭磊
杨立雄 201704121116 刘坚
杨立雄 201704121114 戴斌
杨立雄 201704121136 朱景国
杨立雄 201704121111 李鑫
杨立雄 201704128111 胡伟文
杨立雄 201704128109 李超群
杨立雄 201704128121 石平安
杨莉 201704136109 阳兴发
杨莉 201704136110 吴星欣
杨莉 201704119127 王书豪
杨莉 201704119125 唐阳
杨莉 201704119108 刘郡豪
杨莉 201704119110 冷春建
杨琼 201702102126 王秋香
杨琼 201702102123 李洪亮
杨琼 201702102124 李鹏花
杨琼 201702102114 聂嘉
杨琼 201702102121 毛李晴
杨琼 201702102122 甘慧婷
杨琼 201702102119 周游
杨琼 201702102120 易双
杨琼 201702102137 熊柠
杨琼 201702102142 田鸿
杨琼 201702102146 谷依
杨琼 201702102138 朱芳
杨琼 201702102145 龚灵
杨琼 201702102118 刘俊敏
杨琼 201702102113 赵芸
杨琼 201702102116 康明明
杨琼 201702102115 聂桂超
杨琼 201702102143 屈兰兰
杨琼 201702102141 周丽婷
杨琼 201702102117 彭秋霞
杨曙 201704136102 张敏
杨曙 201704136108 王强
杨曙 201704119129 车香莲
杨曙 201704119130 李晓兰



杨曙 201444601024 刘港
杨晓峰 201704119102 谢伊莲
杨晓峰 201704119119 庞柔
杨新凤 201705099119 王芳
杨新凤 201705095203 戴鑫
杨新凤 201705095202 文璨
杨新凤 201705095132 邬子杭
杨新凤 201705095129 贺银涛
杨新凤 201705095128 黄安
杨新凤 201705095130 张宏宇
杨新凤 201705095131 劳泉森
杨新凤 201150301024 贺飞
杨新凤 201605095103 熊佳
杨映 201701111149 何禹奇
杨映 201701111140 申逸芳
杨映 201701111145 李湘芳
杨映 201701111120 侯元
杨映 201701111141 黄菁菁
杨映 201701111131 沈琳瑶
杨映 201701111138 聂婵娟
杨映 201701111116 田梦涵
杨映 201701111118 谷沈
杨映 201701111130 李春梅
杨映 201701111106 龙艳婷
杨映 201701111148 贺文宇
杨映 201701111146 李光耀
杨映 201701111126 谢艳明
杨映 201701111119 刘健蓝
杨映 201701111123 石海英
杨映 201701111129 张书晴
杨勇 201704122144 汤银杰
杨勇 201704122141 李阳
杨勇 201704122118 肖强
杨勇 201704122120 黄溪
杨勇 201704122117 刘世帅
杨勇 201704122102 朱俊明
杨勇 201704122114 肖海宏
杨勇 201704122134 黄伟桀
杨勇 201704122131 王闯
杨勇 201704122116 刘勤
杨勇 201704122104 聂勇康
杨勇 201704122130 胡权
杨勇 201704122233 曾子豪
杨勇 201704122244 王君豪
杨勇 201704122211 聂嘉文
杨勇 201704122239 宁静



杨勇 201704122205 伍有斌
杨勇 201604122149 李敬豪
姚丹 201703129221 彭锦云
姚丹 201703129230 程澳雨
姚丹 201703129228 周千熙
姚丹 201703129218 刘绍丽
姚丹 201703129226 唐依
姚丹 201703129217 李师华
姚丹 201703129223 刘慧凤
姚丹 201703129220 向璐
姚丹 201703129224 邓亚
姚丹 201703129219 刘素文
姚丹 201703129231 冷依
姚丹 201703129225 肖倩
姚丹 201703129227 单娇娇
姚丹 201703129229 唐琳
姚丹 201703129222 李静
姚伟 201702106143 郑婷婷
姚伟 201702106144 谭越
姚伟 201702106148 陈奕萱
姚伟 201702106145 郑楚岚
姚伟 201702106149 刘燕
姚伟 201702106147 周雨欣
姚伟 201702107115 赵洁
姚伟 201702107116 蒋志豪
姚伟 201702107117 陈欣月
姚伟 201702107118 刘姣婷
姚伟 201702107119 姜文
姚伟 201702107120 郑文一
姚伟 201702107122 熊世繁
姚伟 201422403030 欧鸣
易灿 201701112110 周海燕
易灿 201701113117 邓棋升
易灿 201701113118 肖跃娣
易灿 201701113115 刘端骅
易灿 201701113119 骆壹慧
易灿 201701113116 付娇悦
易灿 201701113120 向子怡
易灿 201701114129 戴芷凝
易灿 201701114130 毛家乐
易灿 201701114131 曾韬
易灿 201701114128 邓智锟
易灿 201701114127 余鹏
易灿 201701114125 周雨娟
易灿 201701114126 汤晨
易灿 201701114124 潘锦轩



易灿 201701114132 张流浪
易灿 201701114123 李杰
易灿 201701114219 唐倩
易灿 201701114224 周贝
易灿 201701114221 郭纯英
易灿 201701114220 钟羽
易灿 201701114226 刘郴
易灿 201701114227 陈金
易灿 201701114222 黄韬
易灿 201701114218 赖泉印
易文利 201702104111 张可慧
易文利 201702104127 凡莎
易文利 201702104150 王佳银
易文利 201702104110 刘锡林
易文利 201702104149 袁晓叶
易文利 201702104131 黄虹
易文利 201702104137 李倩妮
易文利 201702104113 袁君
易文利 201702104123 马易
易文利 201702104141 朱佩
易文利 201702104102 王灿
易文利 201702104118 陈书盈
易文利 201702104133 李丽春
易文利 201702104104 石小娥
易小云 201701108414 高磊
易小云 201701108407 康松林
易小云 201701108410 张颖超
易小云 201701108409 叶鹏
易小云 201701108408 熊方文
易小云 201701108412 罗盼
易小云 201701108413 刘瑶
易小云 201701108405 刘芳芳
易小云 201701108403 刘伟
易小云 201701108401 王仕楚
易小云 201701108411 赵奇
易小云 201701108402 陈明洋
易小云 201701108406 康红霞
易小云 201701108415 赵松
郁春兰 201702106311 楚依洋
郁春兰 201702106312 何堃
郁春兰 201702106313 黄如满
郁春兰 201702106310 王路玲
郁春兰 201702106308 李洁萍
郁春兰 201702106309 马姣
郁春兰 201702106304 邓钰
郁春兰 201702106306 曹燕



郁春兰 201702106305 王英
郁春兰 201702106314 阳梦洁
郁春兰 201702106315 蒋志娟
郁春兰 201702106316 张玉霖
郁春兰 201702106307 田青
袁方 201702106113 罗琼
袁方 201702106115 张春香
袁方 201702106118 韩泽平
袁方 201702106116 尹湘
袁方 201702106119 陈佳茹
袁方 201702106117 吴艳
袁方 201702107144 管花蕾
袁方 201702107140 欧佳
袁方 201702107138 陈倩
袁方 201702107139 肖悦
袁方 201602107231 徐忠梁
袁慧英 201701108314 张丽
袁慧英 201701108317 李赵飞
袁慧英 201701108313 马圆幸
袁慧英 201701108316 汪庭君
袁慧英 201701108315 李选军
袁世军 201513205037 雷本琨
袁世军 201701108527 王诗涵
袁世军 201701108536 刘东
袁世军 201701108530 易玲
袁世军 201701108533 谢康
袁世军 201701108531 刘礼娜
袁世军 201701108532 李旖
袁世军 201701108528 胡昭阳
袁世军 201701108535 焦紫艳
袁世军 201701108525 张也
袁世军 201701108529 邓宇航
袁世军 201701108526 王宏
袁世军 201701108537 张婷
袁媛 201702103110 洪祝
袁媛 201702103112 蒋康
袁媛 201702103111 林霞
袁媛 201702103105 谭姝婷
袁媛 201702103108 段恋
袁媛 201702103104 谢豪
袁媛 201702103109 肖梦颖
袁媛 201702103107 王乐缘
袁媛 201702103106 阳建亮
袁媛 201702103101 唐琴
袁媛 201702103102 刘莎
袁媛 201702103103 廖希麟



翟玲英 201701111112 全莎莎
翟玲英 201701111125 颜芳
翟玲英 201701111114 杨小玉
翟玲英 201701111102 杨金莹
翟玲英 201701111103 刘粮
翟玲英 201701111107 黄忠宇
翟玲英 201701111124 徐诗怡
翟玲英 201701111142 刘煜
翟玲英 201701111110 彭婷
翟玲英 201701111108 张铭
翟玲英 201701111150 张瑶
翟玲英 201701111121 胡星
翟玲英 201701111143 马其瑞
翟玲英 201701111144 覃佐鑫
翟玲英 201701111128 石婉茵
翟玲英 201701111135 康黎芝
翟玲英 201701111136 周康
翟玲英 201701111139 尹美霞
张冰 201702103215 胡雯妍
张冰 201702103225 肖雪英
张冰 201702103223 金鑫
张冰 201702103220 许凤婷
张冰 201702103218 周阳情
张冰 201702103217 彭倩
张冰 201702103216 邬超
张冰 201702103224 罗杰
张冰 201702103219 何文超
张冰 201702103221 侯丽霞
张梦雪 201701110126 张乐
张梦雪 201701110135 李可
张梦雪 201701110130 文诗晶
张梦雪 201701110128 王倩雯
张梦雪 201701110123 罗雨湘
张梦雪 201701110133 邹亚玲
张梦雪 201701110134 刘红文
张梦雪 201701110127 李广生
张梦雪 201701110131 张洋
张梦雪 201701110122 欧阳千喜
张梦雪 201701110125 伍勇成
张小桃 201701113104 黄紫薇
张小桃 201701113105 周心怡
张小桃 201701113106 张锦
张小桃 201701113107 殷梦婷
张小桃 201701113103 潘安南
张小桃 201701113101 贺倩
张小桃 201701113102 李姣



张小桃 201701114115 罗巧玲
张小桃 201701114113 梁森
张小桃 201701114111 全林英
张小桃 201701114116 刘涛
张小桃 201701114112 陈仕林
张小桃 201701114119 杨姣龙
张小桃 201701114114 张弟蜂
张小桃 201701114117 陈思思
张小桃 201701114118 王珍
张小桃 201701114120 度雨晴
张小桃 201701114122 杨雯
张小桃 201701114216 陈文博
张小桃 201701114217 周增宝
张小桃 201701114212 戴金萍
张小桃 201701114215 罗姣
张小桃 201701114210 张朝峰
张小桃 201701114211 廖思
张小桃 201701114213 谢丹
张小桃 201701114214 杨静思
张雅璇 201702100213 李沁娱
张雅璇 201702100202 袁萍
张雅璇 201702100201 邓拓展
张雅璇 201702100207 李静
张雅璇 201702100210 尹丽娆
张雅璇 201702100204 阳丽圆
张雅璇 201702100208 周娟
张雅璇 201702100205 张维为
张雅璇 201702100203 白羿
张雅璇 201702100209 廖世慧
张雅璇 201702100206 李晨茜
张雅璇 201702100214 陈雨薇
张雅璇 201702100216 刘梓淳
张雅璇 201702100211 陈睿
张雅璇 201702100215 李点
张茁 201702103131 曾宪渭
张茁 201702103132 王树境
张茁 201702103133 唐绿律
张茁 201702103129 陈遂逞
张茁 201702103125 朱港澳
张茁 201702103127 谢粉蝶
张茁 201702103134 王鹏辉
张茁 201702103130 梁灿岚
张茁 201702103128 王雨虹
张茁 201702103126 彭舵
仉风杨 201704123123 周瑶
仉风杨 201704123125 王燕



仉风杨 201704123120 卢微微
仉风杨 201704123114 刘奥玉
仉风杨 201704123104 陈思思
仉风杨 201704123132 姚佳
仉风杨 201704123235 彭炜
仉风杨 201704123411 罗沁宇
仉风杨 201704123435 刘可
仉风杨 201704123431 贺小柯
仉风杨 201704123403 方玉洁
仉风杨 201704123504 孔颖璇
仉风杨 201704123516 梁蓉
仉风杨 201704123521 张颖
赵琼遐 201701108517 宋佳路
赵琼遐 201701108504 刘雲
赵琼遐 201701108513 侯翠珍
赵琼遐 201701108519 杨途洁
赵琼遐 201701108514 贺珊
赵琼遐 201701108502 彭钰升
赵琼遐 201701108508 刘菁
赵琼遐 201701108515 王彬娟
赵琼遐 201701108516 徐天新
赵琼遐 201701108503 李传
赵琼遐 201701108505 陈李
赵琼遐 201701108520 卢志宏
赵琼遐 201701108521 陈书
赵琼遐 201701108510 张鑫
赵琼遐 201701108523 袁娜娜
赵琼遐 201701108506 肖梦诗
赵琼遐 201701108507 龙宪涛
赵琼遐 201701108524 申博文
赵琼遐 201701108511 鲁黎
赵琼遐 201701108518 唐伟华
赵琼遐 201701108509 符有德
赵琼遐 201701108512 方世安
赵琼遐 201601108519 万子旋
赵琼遐 201601108520 何小鹏
钟静 201701108302 李玲玉
钟静 201701108312 林雅琴
钟静 201701108304 唐艳婷
钟静 201701108301 肖健
钟静 201701108305 丁莫芳
钟静 201701108309 李双春
钟静 201701108308 覃爱川
钟静 201701108306 吴诗柳
钟静 201701108311 石伟
钟静 201701108303 何敏仪



钟静 201701108307 梁浦龙
钟静 201701108310 张贤
钟双红 201705097107 陈瑞
钟双红 201705097104 刘容
钟双红 201550601017 赵涛
周密 201702106121 董益晖
周密 201702106123 孙成志
周密 201702106124 曾庆鹏
周密 201702106125 汪晶
周密 201702106126 谭李丽
周密 201702106122 张粤湘
周密 201702107112 许绽
周密 201702107113 苏园
周密 201702107114 曾爽
周密 201702107108 张峻岭
周密 201702107109 李小云
周密 201702107111 彭楠
周密 201702107110 符超群
周晓霞 201702101118 王盼
周晓霞 201702101122 李杰明
周晓霞 201702101116 伍敏
周晓霞 201702101123 胡瀚玥
周晓霞 201702101124 彭斐
周晓霞 201702101119 刘语慧
周晓霞 201702101114 周紫逸
周晓霞 201702101121 周旭
周晓霞 201702101113 陈皓宇
周晓霞 201702101112 肖惠丹
周晓霞 201702101120 杨涔
周宇 201702106242 郑欢
周宇 201702106241 王丹
周宇 201702106228 贺芷菱
周宇 201702106236 冯银康紫
周宇 201702106240 章紫红
周宇 201702106229 曾萌
周宇 201702106234 戴丽慧
周宇 201702106238 伍志英
周宇 201702106237 刘美兰
周宇 201702106230 黎云
周宇 201702106235 杨柳
周宇 201702106231 袁敏
周宇 201702106233 黄钰
周宇 201702106239 肖雨晴
周宇 201702106227 樊晓晓
朱敬知 201702133110 罗翠
朱敬知 201702133108 彭真



朱敬知 201702133111 唐人俐
朱敬知 201702106202 刘培
朱敬知 201702106207 邱吉澳
朱敬知 201702106210 邓玉婷
朱敬知 201702106208 李俊
朱敬知 201702106206 吴湘灵
朱敬知 201702106211 刘金蓉
朱敬知 201702106209 赵双军
朱敬知 201702106203 何奥娟
朱敬知 201702106201 何丽
朱敬知 201602106515 胡源
朱莎莎 201701109220 祝旺
朱莎莎 201701109219 李云彪
朱莎莎 201701109224 梁艳飞
朱莎莎 201701109225 蒋双萍
朱莎莎 201701109222 彭敏
朱莎莎 201701109223 颜思琴
邹敏 201702133115 曾飞艳
邹敏 201702133122 李赛群
邹敏 201702106133 余若怡
邹敏 201702106127 陈宇蝶
邹敏 201702106128 戴剑琼
邹敏 201702106129 吴游燕
邹敏 201702106130 王靖
邹敏 201702106131 陈新艳
邹敏 201702106132 翟雯霏
邹敏 201702106438 段碧
邹敏 201702106444 谢雯娜
邹敏 201702106442 刘津
邹敏 201702106443 杨倩
邹敏 201702106441 杨婷婷
邹敏 201522405051 黄梦香
邹玉涵 201703129246 廖薇
邹玉涵 201703129245 杨嘉仪
邹玉涵 201703129239 单文倩
邹玉涵 201703129233 郑冰
邹玉涵 201703129237 王芳
邹玉涵 201703129235 钟周燕
邹玉涵 201703129232 周璇
邹玉涵 201703129244 肖莹
邹玉涵 201703129241 段新萍
邹玉涵 201703129234 李芷琪
邹玉涵 201703129242 曹微洋
邹玉涵 201703129238 傅琳
邹玉涵 201703129240 阳桂珍
邹玉涵 201703129243 张梦婷



邹志贤 201704126125 李悦
邹志贤 201704126127 陈嘉仪
邹志贤 201704126124 刘宇绍
邹志贤 201704126122 魏仁火
邹志贤 201704126123 蒋晓慧
邹志贤 201704126126 傅湘秋
邹志贤 201704127115 肖彩红
邹志贤 201704127116 刘军
邹志贤 201704127117 胡冰星
邹志贤 201704127118 朱凯
邹志贤 201704127113 吴世爱
邹志贤 201704125129 谭宇澳
邹志贤 201704125136 刘鑫伟
邹志贤 201704125132 杨江
邹志贤 201704125135 唐龙飞
邹志贤 201704125127 杨晓玉
邹志贤 201704125126 李隽
邹志贤 201704125134 吕顺
邹志贤 201704125125 唐叶
邹志贤 201604125114 黄轩
左宛鑫 201702103120 唐星捷
左宛鑫 201702103123 曹容
左宛鑫 201702103124 李桑木
左宛鑫 201702103115 刘胜永
左宛鑫 201702103122 李斌
左宛鑫 201702103114 刘维
左宛鑫 201702103113 周星雨
左宛鑫 201702103116 龙巍芳
左宛鑫 201702103117 何玉
左宛鑫 201702103119 陈芳芳
左宛鑫 201702103118 彭秀邦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各专业2020年选题汇总表

统计时间：

学生班级
电商1701
电商1704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安卓)1703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移动1701
移动1701



移动1701
移动1701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3
采购1701
采购1701
采购1701
采购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物管(企)1707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物工1702
物工1702
物工1702
物工1702
物工1702
物工1702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汽车1701
汽车1701
汽车1701
汽车1701
汽车16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2
电商1703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电商物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国贸1701
国贸1701
国贸1701
国贸1701
国贸1701
国贸1701
国贸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空乘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物管(国)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2
电商1702
电商1702
电商1702
电商1703
电商1703
电商1703
电商1703
电商1703
电商1703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商贸)1702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企）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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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企)1702
物管（信）1320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603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1602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教改)1701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物管(企)1706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移动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601
物信1601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505
会计1505
会计1505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物管(中德)1701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6
会计1706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会计1203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403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管(电商物流)1704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工程物流1701
冷链1701
冷链1701
冷链1701
冷链1701
冷链1701
冷链1701
冷链1701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商务英语1701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会计1706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管（信）1501
营销1602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1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2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营销1703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电子(机器人)1701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601
汽车1701
汽车1701
汽车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计应(安卓)1703
移动1701
移动1701
移动1701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旅游1701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大数据)1702
物信1701
物信1701



物信1401
物信1701
物信1701
工程物流1701
物工1702
物工1702
物工1701
物工1701
物工1701
物工1701
物工1701
物工1402
物工16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1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702
计应（Java）16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会计1403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酒店1701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物管(企)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4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602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物管(电商物流)1701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高铁乘务1702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物管(商贸)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连锁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1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商务管理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空乘1702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1
电商1702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4
电商1705
电商1705
电商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705
物管（企）1605
物管（企）1605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物管(企)1703
汽车1701
汽车1701
汽车1501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金融1701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空乘(安检)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703
会计1605
物管(国)1702
物管(国)1702
物管(国)1702
物管(国)1702
物管(国)1702
物管(国)1702
会计1701
会计1701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2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705
会计1505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商务英语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家居)1702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软件)1703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智物)1701
物网16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高铁乘务1701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各专业2020年选题汇总表

统计时间：

选题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兴盛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本来生活华南物流中心拣选位库位优化
上海近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仓储布局优化设计
京东超市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盒马鲜生喜盈门店配送优化设计
深圳都市物流公司香烟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圆通快递在星沙街道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乐尔乐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汇一城大润发水产品仓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大森林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库存方案优化设计
深圳都市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信息系统优化设计
恒生超市仓储作业环节优化设计
长沙中通快递公司望城区分部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
亿万家湖南物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华建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仓储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天天快递长沙县分部出库流程优化设计
中通快递道县分部快递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顺丰速运溆浦县分部快递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长沙通程电器星沙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上海卡哇伊实业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珠海百佳超市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大加拿科技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岳麓区沃尔玛超市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巨鲸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优泰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沃尔玛华南生鲜配送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德顺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顺心捷达番禺转运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奥力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库存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市芙蓉区家乐福超市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誉满天食品有限公司在库商品养护优化方案设计
宁乡辰农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湘繁物流六十八站总部配载配装优化方案
湖南恒邦物流有限公司承运商考核方案设计
长沙望城区京东物流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盐田区海格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星沙顺丰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旭丰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宁乡市圆通速递（宁乡服务部）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江城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水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恰果果农产品有限公司休闲食品供应商评估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海盛港加工城海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理昂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生物质燃料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中通快递衡阳珠晖中转站运营管理优化方案
步步高邵阳武冈店仓入库管理优化方案
邵阳加多宝配送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科平安防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永州零陵北路顺丰营业点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芙蓉兴盛湘西风雨湖店配送优化方案
嘉里大通湖南分公司央广购物项目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江西三志物流有限公司（长沙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百果园水果超市望城分店仓储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县良品铺子仓库优化方案
长沙中兴通讯仓库管理方案设计
长沙开福区宇鑫门店管理方案设计
长沙县中通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央广购物仓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注市国美电器配送优化设计
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在库作业的优化设计
湖南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入库优化设计
长沙菜鸟驿站有限公司服务商运营管理优化方案
嘉荣超市麻涌星河城市广场店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菜鸟驿站出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
中铁五局一公司南昌地铁项目部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益阳芙蓉兴盛商贸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邮政快递（EMS）分拨中心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佳惠超市会同店体育用品库存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安能物流门店货物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千惠商贸连锁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
长沙中通门店货物管理优化方案
苏宁电器仓库规划布局设计
卷钢集装箱装载运输方案设计
长沙顺丰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规划
ZH公司的配送中心的选址及路线优化
常德顺丰物流配送中心配送路径优化
长沙永辉连锁超市配送路劲优化
湘繁物流长沙地区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乐白氏长沙分公司配送节点选址
基于SpringBoot的农产品管理系统设计
基于Android“农村蜂巢”APP方案设计
基于Android“花儿校园”APP方案设计
基于Android阳光物业APP方案设计
校园疫情防控APP方案设计
“易校园”校园场地管理app方案设计
长沙瑞气宝马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吉利EV300高压无法上电故障诊断方案设计
湖南永通一汽大众4s店周年庆活动方案设计
湖南申湘雪佛兰激情夏日活动方案设计
唯我斯柯达4S店十周年庆营销方案设计



山东临沂农产品运输方设计案
四川某医药公司配送中心选址及路径规划
邵阳市安能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程流优化
波司登服装企业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鸿盛物流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株洲天成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设计
海航天羽乘务员礼仪培训方案
南岳机场中秋节主题活动方案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无陪儿童服务流程方案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孕妇安检流程优化方案
深圳航空元宵节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东方航空MU362次航班迪士尼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安检员入职培训方案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广播服务用语优化方案
长沙黄花机场新冠疫情期间安检方案
海口美兰机场儿童节主题活动方案
上海浦东机场客服入职培训方案
中国国航贵宾休息室服务流程优化方案
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仓储优化方案
肯德基漓湘路店宅急送配送优化方案
湘潭市金阳城冷链物流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国联捷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圆通速递湖南分公司物流包装优化设计方案
平江县兴盛优选末端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驰诚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益阳市南县地区兴盛优选城乡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娄底市安信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南京远方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
长沙顺丰速运公司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广州市盛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
株洲飞速仓储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霏凡男装”淘宝店双12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quot;甜蜜工坊“微信推广方案设计
“朗逸时尚男装”618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舒菲娅化妆品”618年中大促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缤购旗舰店”双十二大促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阿超潮牌”个人微信号微商营销推广方案
“人人书店”微信公众号的建设与运营推广
顺丰长沙县分拨中心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喜盈门盒马鲜生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靖港镇秋丰电器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苏宁电器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嘉兴市中通快递（平湖乍浦营业部）派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源洪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北良品铺子华中物流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申通快递长沙学院网点运营管理优化设计
每日优鲜深圳南山科苑店配送优化设计
安信物流娄底转运站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星通物流公司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衡缘物流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市卜蜂莲花星沙店仓库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中通快递长沙市岳麓营业部派件优化设计
益阳市金凤路中通快递网点派件作业优化设计
邮政快递湖南现代物流学院网点派件优化设计
长沙乾龙快运转运中心车辆调度优化设计
长沙县百世快递（灰埠店）派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德邦物流星沙分拣中心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云通物流长沙县生鲜冷链配送优化设计
浩通国际物流（湖南）仓库存储优化设计方案
万家丽步步高生活超市仓库布局优化方案
深圳创世进出口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
武威银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昂立昇科技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红思齐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智创形电子商务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设计
温州鹿城南方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科迈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锦绣物流生鲜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珊珊连锁超市物流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H&M苏州仓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全洲医药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富日物流乔下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菜鸟驿站取件与发件服务优化设计方案
星沙加多宝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长沙京东仓配送系统优化设计方案
广州奇峰塑料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伊利奶制品库存优化设计方案
邢台翼厚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安吉物流整车运输质量优化方案设计
红星冷链生鲜肉制品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宁乡乐马士收派件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邦太物流有限公司货物配送优化设计
平江金尔嘉商贸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华府小区菜鸟驿站的快递业务流程优化设计
彭山红旗连锁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兰州天旭物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公交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汽车防撞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温控系统
基于物联网的农田坏境监测系统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冰箱系统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汽车远程监控系统的设计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水壶控制系统设计
步步高超市红星店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江西省供储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华润万家湖南配送中心配送质量提升优化方 案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公司出库业务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苏宁芙蓉物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湖南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仓储成本优化
湖南佳汇冷链物流农产品配送优化设计
长沙绿叶水果有限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屈臣氏华中地区物流仓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盒马鲜生超市金桥门店盒马App物流服务优化设计方案
步步高超市朝阳店Better购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云南昆明沃尔玛五华区分店仓库盘点优化设计
世能达玛氏箭牌口香糖的出库流程优化设计
吉祥航空餐食服务优化方案
上海航空FM9361次航班端午节客舱主题活动方案
南航CZ3387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方案
长沙黄花机场南航值机岛专项优化方案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旅客问询服务流程优化方案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自助值机优化方案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特殊旅客客舱服务优化方案
岳阳三荷机场元宵节主题活动方案
上海旺旺食品有限公司的物流配送的优化设计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仓储智能化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醴陵市医疗废物回收物流方案优化设计
唯品会的退货物流方案优化设计
湘潭市的果蔬配送路线方案优化设计
漯河市平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邵阳五星村农产品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新希望南山乳制品有限公司流通加工的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鸿胜物流公司危险品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绿叶水果泉塘分店存储方案优化设计
盒马鲜生长沙分公司生鲜仓配方案优化设计
铁物流长沙分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嘉里大通有限责任公司在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瑞鹏宠物医院兽药存储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黄兴果之友配送中心选址优化设计方案
势必达公司库存成本优化设计方案
大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中通快递物流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每日优鲜生鲜农产品的仓储优化方案
长沙步步高超市配送路径方案优化设计
永辉超市的生鲜供应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小二水果店”双十二活动促销方案设计



微信个人号“美颜秘笈”的推广与运营
微信营销方案设计及实施-以“美颜秘笈”为例
“美颜秘笈”微博推广方案设计
“哈尔滨敷尔佳公司”微博推广方案设计
“哈尔滨敷尔佳公司”社交平台推广方案设计
瓜瓜的店“敷尔佳医美面膜”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
“瓜瓜的店”个人微信号微商营销推广
“长沙鸿扬家装”微信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淘宝店微博营销方案设计—以“尚品帽铺”为例
“Nobodyknows 店铺”微信订阅号内容推广的方案设计
“大闸蟹”产品微信推广方案设计——以淘宝店“湘渔洞庭铺”为例
淘宝店新媒体营销推广设计——以“yy潮精品女装”为例
“湖南新环境公司”年终大促线上活动方案设计
“Police家优品”314中国警察日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拼多多“佳莱福食品专卖店”微信推广方案设计
“即目JMO穿搭工作室”微信个人号营销推广
“佳莱福食品专卖店”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即目JOM穿搭工作室”双十一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湖南脐橙熟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信订阅号的创建与推广
彭彭team &quot;匡威帆布鞋&quot;520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哇哦”农特团购商城创建与运营
“彭彭team-李湘”个人微信号微商营销推广
“长沙搜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社交平台推广方案设计
“长沙搜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情人节活动方案设计
“春花家的蜜”双十二活动推广方案设计--以“哇哦”农特团购为例
“福安市天马茶业有限公司”909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北京四日毕业旅行方案设计
泰国八日自助游方案设计
西安历史文化四日研学方案设计
成都重庆五日蜜月自由行方案设计
长沙网红打卡三日游方案设计
长韶三日湖湘研学方案设计
北京五日历史文化研学方案设计
湘西苗族民俗文化体验三日游线路设计
三亚四日缤纷夏日休闲游方案设计
内蒙古地理研学四日游线路设计
小小白鞋刷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山药辣条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猎马人代餐饼干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锐果果跳跳糖长沙市新品上市策划方案
蓝山矿泉水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心舒速食营养汤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美佳乳液长沙市新品上市策划方案
乐宝多功能变形儿童车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金立智能饮水机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诗悦精油沐浴露郑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舒宁水性笔长沙市新产品上市方案
依一保暖贴衡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真湘粗粮饼干郴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灵感运动智能手环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仟格牌袜子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长沙市大唐物流有限公司冷链物流管理优化方案
天天快递长沙分公司分拣作业管理优化方案
百世快递长沙星沙四部派件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中通快运长沙分拨中心在库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大润发”长沙芙蓉店防损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天天快递长沙星沙城区分部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德邦物流长沙县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中山市中德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速尔快递长沙雨花六网点发件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凤凰极速物流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安能物流中央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艺品养颜消食酸枣湘潭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玲动抗磨耐用拉杆行李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庆庆美容养颜鸭脖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YJ天然空气清新剂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安全隐患检测系统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黄胖子牛肉干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女神智能美甲仪宁乡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禾嘉太阳能变温水杯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HQ多功能智能椅常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义武变温鼠标衡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烨烨去油洗发水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正浩山楂控油洗面奶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唐僧药酒岳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梦梦身体乳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CX精美遮光窗帘怀化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创创鱼豆腐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北京盒马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上海顺丰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株洲德邦物流公司配送线路方案优化设计
盛辉物流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申通快递长沙星沙分部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宇鑫物流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跨越速运集团有限公司运输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云通物流配送中心作业流程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诺一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南方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广东速尔物流有限公司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振邦物流运输业务流程优化设计
湖南同安医药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成都润宝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日日顺物流配送路线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邮政速递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深圳市运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年会策划方案
深圳昊凯科技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长沙雅阁贸易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步步高电子教育产品在速卖通平台的推广方案
清远思凯沃家具有限公司产品推广方案
金福凯盛鞋业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花西子美妆产品在速卖通平台的推广方案
东莞市东越服装有限公司澳大利亚客户接待方案
湖南烁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涉外年会设计方案
深圳市领航外贸服饰有限公司涉外年会方案
湖南德兴瓷业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佛山市美迪科摄影器材有限公司加拿大客户接待方案
义乌市柴客工艺品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广州黛璐莎贸易有限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湖南湘星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阅读花园创意文化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九华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术禾品牌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芬雪莱啤酒有限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爱璇公司财务内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钢城铜制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双龙制衣厂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优博贸易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晨曦纸业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锦太郎食品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燃晚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江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往来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中顺洁柔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稻花香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北汽股份株洲分公司零部件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丰巢智能快递柜自助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果唯伊华润万象汇店水果存储优化设计
平江香干长沙地区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仟吉食品长沙公司冷链物流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京东塘渡口服务点快递配送优化方案
湖南现代物流学院菜鸟驿站的快递包装回收方案优化设计
尚财生鲜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张家界绿航果业有限公司物流复核作业方案设计
安能物流公司绿色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中烟公司零陵卷烟厂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泰华施清洁科技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山东中仓物流有限公司农产品冷链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速尔快递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智能声乐学习APP方案设计



“千里行”旅游APP方案设计
南县农家书屋图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启迪装饰APP方案设计
宏桥物流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森马服饰浙江平湖7、8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神州快运物流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浙江森马服饰七八号仓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衡阳香江百货长丰店仓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恒鑫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设计
云南天中龙物流长沙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湖南国联捷物流长沙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市丽华物流有限公司A仓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通程佳惠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环世通国际物流的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佛山市逸语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优化设计
奥邦合丰安置小区西网点车辆配装优化设计
德邦物流城步门店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广州顺捷物流公司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永州步步高超市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大型变电站设备运输方案设计
永州市大润发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鑫隆物流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怀化在水一方网点配送优化设计
河北宝信生鲜冷链物流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天津市好利来食品有限公司物流包装优化设计
辽宁安华快运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煤第33工程处物料仓库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茶悦餐饮公司物资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运乾快运转运分拨中心理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邵阳兴盛优选生鲜需求预测方案优化设计
广程宇物流仓库现场5S管理实施方案设计
步步高长沙东站店水产品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通快递长沙转运中心集散分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嘉里物流长沙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邮政速递长沙分公司分拣理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西遇时尚服饰长沙中心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广日物流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申通快递长沙分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Sany员工小区水果超市采购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杭州悠可化妆品公司中心仓库仓储作业优化设计
原始森林副食批发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恒邦物流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THK柴油发电机集装箱装箱方案设计
中国厦门港到欧洲鹿特丹航线的船期表设计
服装集装箱出口运输方案设计



红旗H7型汽车出口方案设计
“鲁河”号上海港集装箱预配载设计方案
卷钢装箱方案设计
中国青岛到泰国曼谷船期表编制方案设计
大黄鱼冷藏货物FCL集装箱订舱方案设计
“老干妈”品牌豆豉出口方案设计
烟花装集装箱箱设计方案
上海港到吉达港集装箱航线船期表设计
“东方香港”号集装箱船舶预配载方案设计
长荣顺达轮集装箱积载方案设计
中山福溢家具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
长沙海尔电器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基于SLP对湘潭电机分车间布局设计
育碧电器总仓库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中策集团建湖南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圆通快递长沙县网点运输路径规划设计
优速快递公司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比亚迪整车配送方案设计
常德地区农产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大广发物流公司新仓库规划设计
长沙全友家居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盒装白酒集装箱装载方案设计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海航贵宾室接待方案
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商务贵宾通道安检工作流程方案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防爆安全检查工作方案
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二次安检流程处理方案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安检通道新进员工技能培训方案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楚天杯”安检技能大比武方案
黄花国际机场新冠疫情期间国际通道安检工作方案
常德桃花源机场地勤人员身体素质提高方案
昆明长水机场航站楼护卫新冠疫情应急预案
FM870次上海至布达佩斯航班首飞客舱活动方案
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方案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
小黄点餐APP的设计与开发
纯洁婚纱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毕业设计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设计
基于Unity引擎的愤怒的小鸟游戏开发
基于Cocos的飞扬小鸟游戏设计
“雏小田”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YHMW樱花漫舞”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鹿家良品LUUGAA官方店”店铺美工设计
“不眠家”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子衿苑”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屋子哩”童装网店美工设计



“蜜柚小铺”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汉尚华莲”网店美工设计
“宝宝潮包馆”美工设计
“KIZZME”手袋网店美工设计
“小麋人”银饰网店美工设计
“Blue Madonna浪漫指蓝”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SEEMON”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水肌澳护肤品”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CAT MAGIC”帽饰网店美工设计
“简·易”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小孩游戏外设”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淘淘女装屋”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有艺服饰”淘宝店铺优化方案设计
“谷谷女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淘宝店铺流量提升方案——以“湖南衡阳土特产”为例
“波宅窝”网店开学季活动推广方案设计
“小鱼家潮人精品馆”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呱の制服馆”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爱与家布艺”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天天毛绒玩具厂”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淘宝店铺流量提升方案设计——以“冠军之路智能舞蹈”网店为例
“木丘”淘宝网店客户转化率提升方案设计
“岛屿吉他”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南姑娘手工铺”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SPRINGKIDS韩国童装”客单价提升方案设计
“玺兜兜童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Mr．潮先生男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忆光外设”淘宝店产品销量提升方案设计
“港风美人”淘宝店铺转化率提升方案设计
“猫猫原创女装”网店推广方案设计
客户转化率提升方案——以“鸿发爱车装饰之家”淘宝店铺为例
“元元家精品女装”淘宝店铺运营优化设计方案
“三寸雨天堂服饰”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艾弥儿儿童沐浴乳株洲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say yes红茶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明珠牌洗衣凝珠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Mom手工皂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醉梦床垫上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路易床上书桌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湘味坊乳猪肉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X牌牙膏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怡泷凉茶湘潭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Y伊洗衣液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希望水果王饼干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彗星可乐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SOWO卸妆水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伊熙面膜南昌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心动水果茶永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ZX运动鞋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班吉鸟按摩袜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小优防丢挂件岳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LZ耳机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亚菲特智能保温杯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编程猫岳麓校区开发方案设计
百城康祺中茂城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爱依服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佳惠超市邵阳江北店2020年中秋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汉堡王五一广场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OYO酒店2020年湖南区加盟推广方案设计
大润发汇一城店2020年端午节促销方案设计
比扬医疗长沙地区重阳享健康策划方案设计
韩尚优品大学城店2020年开业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百雀羚长沙地区2020年素颜时光策划方案设计
水果熟了2020年长沙地区果善季策划方案设计
良品铺子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名创优品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蛙来哒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喜茶长沙2020年五一狂欢策划方案设计
佰草集长沙地区22周年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长沙百草味食品2020年中国味策划方案设计
关山葡萄2020年葡萄节推广策划方案设计
麦小茶湘潭区2020年中秋节策划方案设计
旺芬园湘潭2020年开业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瑞轩服饰2020年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杨小厨辣椒炒肉2020年七夕情人节策划方案设计
痘学士2020年开学季策划方案设计
百乐福新农贸市场2020年推广策划方案设计
相约回家吃饭2020年感恩有你策划方案设计
长沙傣妹火锅2020国庆策划方案设计
巴山蜀水五日休闲慢游路线设计
蓉城亲子三日自驾游方案设计
衡阳红色三日游方案设计
“探索影视拍摄地”——张家界三日游方案设计
张家界白领释压三日游方案设计
峨眉山亲子三日游方案设计
张家界凤凰休闲度假四日游方案设计
漳州自驾休闲观光五日游方案设计
黑龙江七日毕业旅行线路设计
南宝山周末休闲自驾游方案设计
郴州生态休闲三日游方案设计
探索西藏宗教文化6日游方案设计
长沙嘉里物流央广购物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伯恩光学（惠州）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长沙斗牛士乐器厂出库流程的优化设计
ABC分类法在大地商贸公司仓储管理中的优化设计
长沙南门口盒马鲜生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中铁五局一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如意日化百货超市配送中心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仓储优化设计
沃尔玛岳阳店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步步高连锁超市张家界店在库作业优化方案
大润发连锁超市芙蓉店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新佳宜便利店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恒生超市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郴州利多贸易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央广购物项目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盒马鲜生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家佳连锁超市仓储入库流程的优化设计
长沙安能物流分拨中心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湘潭安捷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冷藏仓库在库作业优化设计
G636次列车中秋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
D2701次列车古尔邦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
G1376次列车绿色环保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D954次列车端午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1110次列车元宵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1778次列车端午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1707次列车元宵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181次列车圣诞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1290次列车中秋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金蚕纺织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湘乡乐连锁超市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三黎五金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北一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恒远机械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可可里来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森木食品有限公司采购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麦克列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卡拉曼达文具有限公司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星依服装有限公司产品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罗罗诺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苑依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天池服装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浪潮时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G1742次列车晚点应急演练方案设计
G6103次列车春节车厢主题方案设计
G571列车旅客食物中毒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长沙南站取票流程方案设计



G1702次列车春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乘务人员形象气质培训方案设计
郴州西站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方案设计
长沙南站VIP旅客服务方案设计
G1117次列车突发火灾应急预案设计
长沙佳行通物流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长沙家润多超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三合供应链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良品铺子仓库货物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贪吃小店（长沙英祥春天店）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市动物庄园采购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步步高超市（耒阳店）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步步高超市电力学院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迅达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索恩格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德邦物流远大路分部运输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晓通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物流学院中通快递点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麦德龙(长沙)配送中心业务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天地华宇长沙岳麓区麓云路分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绿佳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尚一物流有限公司装卸搬运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公司邵阳市点部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源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果之友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湖南康程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设计
南方物流集团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河南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天天快递运输成本方案优化设计
新佳宜超市库存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京东昆明FDC仓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实泰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佳宇物流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恒广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速翔物流公司库存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深圳凯伊克物流有限公司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天宇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广州锯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接待总公司研发团队的活动方案设计
太阳电子公司接待宏达电器公司商务代表团的方案设计
杭州茗蔻服饰有限公司OVINA2020春季新产品发布会活动方案设计
北京美妮莱化妆品有限公司年会方案设计
广州欧卡娜化妆品有限公司2020年会活动方案设计
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年会方案设计
湖南涉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会活动方案设计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夏”护肤品新产品发布会活动方案设计
广州市蓝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接待长沙市商务代表团活动方案设计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会方案设计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工作总结大会暨元旦联欢晚会活动方案设计
上海游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年会活动方案设计
2020年深圳市兰亭科技有限公司兰亭螺旋藻系列新产品发布会方案设计
长沙天隆汽车有限公司2020年参展方案设计
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一加8”手机新产品发布会方案设计
广州乐颂饰品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优化方案设计
商贸服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中山市馨与煋光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易华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爱咏科技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浙江运来木业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金钻坊珠宝商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省丝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爱格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上海海之星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惠多多超市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宝乐有限责任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爱华连锁超市存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湖南艾米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株洲乐尔乐连锁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设计
四川慧达财务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华瑞和酒店原材料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烨然轻奢酒店采购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湖南霞叶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银化化纤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芊瑞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快来购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未来百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方案
福州易鲜冷链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湖南新永联物流有限公司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好又多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浏阳中医院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宇鑫物流门店选址方案优化设计
大道物流配送路径优化设计
L企业仓库选址方案设计
郴州市邮政快递配送优化方案
湖南兴盛优选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
广州仁盈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大润发（常德店）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龙邦速递配送问题优化设计
盛丰物流公司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长沙苏宁易购仓储方案优化设计
安能物流星沙松雅分部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广州珠江啤酒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德荣医疗健康产业在库优化方案设计



山东寿光神润发海洋化工有限公司功能性外包物流模式与外包途径的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叶安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京东智能物流仓库规划与设计
榔梨建工A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牛扒驾到”西餐厅在供应链下的采购模式优化
长沙市百果园水果配送中心布局规划方案设计
百事通物流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郴州名汇城商场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极速冷链公司出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吉恩冷链物流的配送模式优化设计
安吉物流配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莫夯玩具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兴柯机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东岸建筑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顺泰电池制品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峰词电玩城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寻觅食品公司原材料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宏贸升科技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宏呈毅电子制造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湘远五金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揽胜五金公司原材料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台时电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怀化佳佳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恭喜发财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奥兰多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怀化宏旺化工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依莱雅纺织有限公司外贸客户开发方案
湖南鸿业天成商贸有限公司男士休闲服装父亲节活动策划方案
深圳市爱途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国际智能产品贸易博览会参展方案
深圳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平台产品上架方案
杭州拜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加中国食品添加剂展会方案
永康市奥阳五金有限公司客户开发方案
湖南天龙外贸有限公司出口合同履行跟单流程操作方案
湖南杰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促销方案
深圳市亿路照明有限公司印度新德里国际LED 产品及技术展览会参展方案
深圳里德海司公司电子产品营销方案
广东环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印度代表团接待方案设计
广州棒谷科技有限公司外贸客户开发方案
江苏远阳服饰有限公司德国客户接待方案
香港龙腾外贸有限公司感恩节促销方案
“鲜果儿”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茶之道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Moonshins香水中心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森果咖啡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听音乐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宠物网网站的前端设计与实现



E疯的小朋友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爱看”电影网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健康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肖战粉丝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芙蓉镇”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蜗趣旅行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绝地求生爱好者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美食校园”外卖APP方案设计
湘潭高铁北站旅客投诉应急处置方案设计
G2345次列车爱国主义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G6459次列车旅客食物中毒模拟演练方案设计
北京南站中秋节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1403次列车“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广州南站无成人陪伴儿童乘车方案设计
长沙客运段乘务人员服务标准化培训方案设计
长沙南站伤残旅客乘车服务方案设计
南京南站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方案设计
广州客运段乘务员服务礼仪培训方案设计
K495次列车旅客突发疾病应急处置方案设计
邵阳西站疫情期间旅客乘车方案设计
杭州东站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方案设计
学生选课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
智慧养殖场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学生宿舍管理设计与实现
学生管理系统
小区超市库存管理系统
图书管理系统
智能餐厅系统
基于安卓APP家居安防系统设计与实现
你好公司人事部管理系统
智能花卉大棚的设计与实现
木材厂安防与粉尘监测系统
智能化蔬菜大棚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溜溜零食店仓储管理系统
高校宿舍管理系统
智能养殖场监控系统
酒店管理系统
智能温室大棚的实时监测系统
棉纺织厂环境监测与防控
仓库管理系统
图书馆管理系统
药品仓库管理系统
图书借阅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Android的连连看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吃真香火锅店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果蔬在线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Android拼图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Android的多媒体播放器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引擎五子棋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java的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服装销售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Android极简记帐APP的设计与开发
基于MySQL的学生成绩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亭胜记词”APP的设计和实现
Milk先生服饰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彩仙子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Html5小蜜蛋糕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吃货铺网站设计与实现
食尚购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熊猫记事本APP的设计与开发
迈步服饰旗舰店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夕夕小说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锋佳机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rero服饰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漆鑫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吉星家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桃幺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辰浴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筱朝电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朱迪体育用品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设计
深圳美力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设计
云青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康和家电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研邦铜铝材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盛谷仓储物流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瀚顺茶业商贸公司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常德速尔快递物流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南湘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常德市临澧县步步高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昌威物流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富丽真金家具退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怀化市迎丰西路大润发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天天快递星沙分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宏达制气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本来鲜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邵阳市中通速递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长沙市环化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风吹荷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上海远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一汽大众宝来团购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中升之宝4S店宝马3系自驾游活动方案设计
湖南仁孚4S店奔驰A级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测温系统设计
基于单片机电动自行车转速里程表的设计
基于51单片机的16×16LED点阵显示屏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粮仓控制系统
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的控制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设计
家用可燃气体检测系统
长沙大唐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顺捷物流有限公司DC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乐马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云仓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顺丰配送中心作业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双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中山市兴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仓库5S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南海盐步速尔快递有限公司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安能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国商物流嘉兴服装仓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星沙物流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东莞市势必达物流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鸿发家电厨具日杂五金百货店仓库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铁五局四川省九绵高速公路材料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龙岗区华润万家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步步高超市（旭辉国际广场店）仓库储位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星沙物流集散中心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祁阳万联超市食品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苏宁电器长沙圭塘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大润发（怀化店）仓库的盘点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博渡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安能物流长沙分拨中心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成都中微普业科技有限公司物料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圆通速递长沙转运中心快递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锦程国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方案
衡阳市香江百货生鲜流通优化设计方案
通达物流衡阳市步云桥镇分公司零担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世必达跨境电商公司疫情物流优化方案
广东信丰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上海中铁快运高铁快递运输的优化方案
长沙实泰物流公司运输质量优化方案
恒广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苏宁物流快递包装回收优化设计
国通物流长沙分拣中心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中瑞通快递有限公司快递末端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湘潭市圆通速递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小药药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广汽顺捷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兆邦陶瓷有限公司装卸作业优化设计
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位元堂医药有限公司库存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市怡芯康药房库存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顺丰速运快递包装回收物流优化方案
湖南畅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业务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准时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配送环节优化设计
长沙迪顺物流配送优化方案
游轮跨年夜方案设计
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亲子之旅方案设计
黎巴拉女生和李梓先生的婚宴设计
“浪漫满屋”婚宴设计方案
“为爱起航”婚宴设计方案
“抒情号”邮轮婚礼设计
婚宴菜单设计
皇家加勒比邮轮旅游团接待方案
20周年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水果海运冷藏集装箱装载方案设计
海上游轮消防演习方案设计
海上消防演习方案设计
船舶碰撞后的处理方案设计
长沙兴唐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巨鲸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天地华宇物流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京东物流衡阳分拣中心出库业务优化
京东商城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武冈万事达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安能物流有限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哈药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安得物流公司冷链物流方案优化设计
京东物流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正昊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作业流程方案优化设计
天地华宇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广州德邦物流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中铁五局江门项目入库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京东物流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侯家塘温尔登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卜蜂莲花星沙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上海天运物流森马服装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骏达物流宝安仓库搬运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通快递衡阳市祁东县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国邮政长沙县调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美宜佳湖南农业大学店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快鱼服饰东莞仓库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如意日化百货配送中心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医药      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株洲芦淞区株百物流中心入库作业方案设计
浏阳市中通快递营业网点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都人士电子商务公司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新佳宜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申联仓库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零食很忙公司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岳麓区京东分公司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SHE服装公司采购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V COFFEE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艾菲扬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quot;食在糕&quot;网店美工设计
“爱克蒂尼蛋糕”网店美工设计
日食记美食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憨豆熊”网店美工设计
EGA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RT玩具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菲饰欧狸”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叮叮当当宠物”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湘味轩特产” 网店美工设计
“布丁熊”网站前端设计与实现
莲城生鲜超市配送模式优化方案设计
桃源县金健乳业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众合物流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美菜网生鲜配送中心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杰鑫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邦联医药物流运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祁阳县新华书店配送模式优化方案设计
大舜医药物流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佳惠百货服装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靓达有限公司物流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速必达希杰物流有限公司湖南电器城配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全世达快递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百世快递长沙转运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德邦快递宁乡市创业大道营业部派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香江百货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苏州市昊盛物流公司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长兴安置区中通快递派件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市星沙步步高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徐州准信物流有限公司配送线路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县星沙乐尔乐超市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平江县金尔嘉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星沙配送中心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圆通速递长沙县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岳阳市海纳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华人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常德大润发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广州唯品会有限公司佛山仓库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韵达速运长沙县分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星沙步步高超市泉塘店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韵达快递长沙转运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万里物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裕森食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商业物流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恒冠塑胶有限公司分拣作业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佛山市禅城区金翅食品经营部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人和超市仓库在库管理作业优化设计
深圳百果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白云配送站点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苏宁物流退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电梯控制系统设计
一种智能垃圾桶的设计
基于PLC的物料分拣控制系统设计
一种智能风扇的设计
大棚自动检测系统设计
陈简曦与童安“三生三世”婚宴接待方案
“绿色大自然”环境保护文化交流会接待方案
江先生和方小姐婚宴接待方案
2019新媒体大会会议接待方案
朱先生与孙女士“一生守护”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国际中文大会团队的接待方案
张艺兴团队接待方案
刘老先生寿诞主题客房设计
张先生和李小姐“龙凤呈祥”传统中式婚宴接待方案
彭先生和陈小姐“佳偶天成”婚宴接待方案
王先生和孔小姐“比翼双飞”婚宴接待方案设计
陈先生和刘小姐婚宴接待方案
湖南隆华国际酒店2019国际中文大会接待方案
“天作之合”婚宴接待方案
周先生与陈小姐婚礼酒会接待方案
段承言小宝宝满月宴接待方案
农夫山泉公司2019年会接待方案
中南大学电化学会议接待方案
王俊凯团队会议接待方案
王先生与孔小姐“缘定今生”婚宴接待方案
“蓝色爱之旅”西式婚宴接待方案
国际科技创新研讨会接待方案
卓为物流有限公司新建仓库布局规划设计
洗涤塔物流运输方案设计
德邦中置轴货车引入及路径优化设计
顺丰速运湘北东方红重货场地布局及流程优化设计
家家乐超市仓库装卸搬运方案设计



金山华联超市入库方案设计
某手机企业仓库布局设计
湖南步步红超市仓储入库管理优化设计
A物流公司的物流网络优化设计
长沙旺德府顺丰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W物流公司新物流中心的选址和规划设计
某连锁生鲜优选超市配送中心选址设计
中宁物流园区布局规划设计
某日化品配送中心布局设计
Y日化品公司配货作业仿真与优化
某物流公司自动化立体仓库建模仿真与优化
基于Flexsim的某变压器零件生产系统仿真与优化
湘阴至长沙大闸蟹运输方案设计
某水果公司配送路径优化
长沙某公司药品配送路线优化
某日化品仓库分拣系统建模及仿真分析
某混凝土公司仓库选址设计
长沙和信丰田4S店冬季体验日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力天福特4s店元旦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安妮森林annforest淘宝店运营优化设计方案
米薇家包包流量提升设计方案
澳诺娅女装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茵曼箱包旗舰店运营销量提升方案设计
泡芙女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生物男开的水族馆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慕思家俱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港仔文艺男天猫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港仔先生”店铺运营方案优化设计
馨帮帮淘宝店运营优化方案
“帕霏女装”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木子小哥淘宝店铺流量提升设计方案
“芃斯”旗舰店流量提升方案
&quot;韩日风地带&quot;网店转化率提升方案设计
天猫陶瓷故事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韩束官方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老莫同学“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RACE工作室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小周的护肤品”店铺装修与运营优化设计方案
方寸先生原创男装运营优化方案
“西山好牛”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环球鞋类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方帝旗舰店”网店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绒耳朵earpopo淘宝店运营方案优化设计
留下1992淘宝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鹭青一店铺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港仔文艺男”店铺双十二活动方案策划与实施



森马服饰淘宝店运营方案优化设计
hollyii哈里韩风实拍店铺的运营优化方案
拉窝姐姐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伊斐净宝店铺转化率提升方案
yesgirl叶子家店铺运营优化方案
宿系之源旗舰店运营优化方案
fromlala瘦竹竿淘宝转化率提升方案
dont bite eyes 店铺提升转化率设计方案

榔梨湘桦购物广场水果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本来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调味品报价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珊珊便利店”速冻食品供应商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东莞市新集诚塑胶五金有限公司杂货项采购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酸奶特工店供应商的选择方案优化设计
娄底市娄星区奇得胜超市冷品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樊起航便利店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安源区中通快递服务站配送优化设计
盒马鲜生长沙B2B常温仓拣货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市百世快递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
本来生活华南仓生产线优化设计
隆回县京东快递配送路线优化设计
步步高超市湘潭芙蓉广场店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市都市物流有限公司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易初莲花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鸿凯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采购流程优化设计
诺维（湖南）食品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广东天美联盟日化科技有限公司仓储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广东好又鲜广东常温仓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南方航空空乘人员机上颠簸自我保护培训方案
CZ3141次航班“母亲节”主题活动策划方案
深圳航空客舱旅客突发疾病应急处理方案
九元航空机上爆炸物处置方案
海南航空公司客舱春节活动方案
张家界荷花机场餐厅疫情防控方案
南方航空公司中秋节客舱活动方案
长龙航空地面值机防疫方案
春秋航空公司乘务员客舱安全培训方案
东方航空国庆节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班延误服务保障优化方案
卓瑞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市金口日升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达顺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爱尚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永州宏伟针织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傲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冬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星明外贸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宁波璀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江苏天鸿纺织品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小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天明路漫索电子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顺事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好乐玩具出口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伊莎尔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市富士山科技有限公司进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贸友谊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
长沙市东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丝绸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湘繁贸易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邦通商贸有限公司出口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浙江泰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贸易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华源有限公司跨境电子商务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六六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绿谷服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安安服饰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盛义霖云电脑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永胜木材加工有限公司仓单项下存货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锐意贸易有限公司数码相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芙蓉南路分理处“物流保付通”产品推广方案
长沙瑞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通华液晶有限公司显示屏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重庆大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变速器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象新玩具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新鲜果王连锁水果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Z公司采购成本优化方案
ETT电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西西凌公司存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T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丞星服装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新城联昌有限责任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新尔酒业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J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UK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H药业集团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H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智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富海通国际货代公司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参展方案
深圳市鸿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20 年印度自动化博览会参展方案
深圳市艺唯酒业有限公司托拿利尼品牌营销方案
深圳乐天集团接待巴基斯坦客户的方案设计
运筹国际物流公司第四届国际货运交易参展方案公司参展方案
湖南蓝色理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宠物智能喂食器亚马逊平台站内推广方案



广州启航服装有限公司“双十一”网络营销方案
美的集团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东莞市天隆达制罐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深圳艾深科技有限公司智能除螨杀菌产品促销方案
深圳市创生达电子有限公司无线耳机促销方案
梨树全创科技有限公司印刷电路板国际 3C 电子智能装备展览会参展 方案
中山雅家乐卫浴有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广州棒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扫地机器人网络营销方案
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接待湖北省代理商代表团方案
广州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接待湖南省高职院校院长代表团方案
恒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年会方案策划书
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2020年茶艺博览会参展方案
广州市汇美服装有限公司秋冬服装新产品发布会策划书
湖南亘晟门窗有限公司门窗博览会参展方案
湖北保重保险代理有限公司2020年会活动方案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长城T42系列笔记本新产品发布会策划书
北京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汽车用品展招展方案
清远阿贝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年会活动策划书
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2019服装展览会招展方案
长沙绝艺食品有限公司年会策划方案
长沙博盛有限公司十周年庆典活动策划书
阿斯顿英语有限公司年终庆典活动策划书
付先生与钱女士“画你为诗”草坪婚礼设计方案
罗先生“福如东海”寿宴接待方案
张先生和马小姐的婚宴接待方案
李先生和刘女士婚宴接待方案
“王先生和杨小姐“爱的海洋”婚宴设计”
华菱集团新春团拜年会接待方案
无障碍主题客房方案设计
“樱为爱”主题婚庆宴会设计
爱情海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锦绣良缘”婚宴接待方案
“余生为伴”婚宴接待方案设计
圣爵菲斯大酒店“野外生存主题客房”设计方案
“长乐未央”婚宴宴会接待方案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商务人员招待方案
李女士“寿比南山”寿宴接待方案
谢先生与李小姐“凤冠霞帔”主题婚礼接待方案设计
&quot;缘定今生&quot;主题婚宴设计方案
“永结同心”主题婚宴接待方案
王先生和田小姐“中式婚宴”接待方案设计
基于PHP的”红爱心慈善机构“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JSP的衣服购物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电脑及设备购物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的愤怒的小鸟游戏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技术的“求生战场”游戏开发与制作



基于 Unity 的“绝地枪战”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技术的途乐行旅游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3d的”末世求生”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技术的超级玩家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开发的时尚潮流衣服裤子网购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的僵尸杀手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3D技术的”荒漠古镇”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3D的”骑士与怪物”RPG游戏设计与实现
“心连心”连锁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物流职院菜鸟驿站快递包装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韵达公司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香江百货高兴店库存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君宁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良品铺子武汉仓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水车田公司果蔬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永辉超市生鲜商品物流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郴州唯美L&D瓷砖公司瓷砖运输流程改进方案设计
东江鱼实业有限公司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华联一品安仁店冷链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神州速运有限公司货物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邮政派件优化方案设计
斗南花卉物流公司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湖南靓达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茅台公司销售物流优化方案设计
惠州市大亚湾区韵达快递分拣中心优化方案
古县德邦快递配送业务流程优化
东来顺冷链物流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金凯名烟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三一小区中通速递末端配送优化设计
龙岗区顺丰物流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金帝来食品有限公司冷链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广汽顺捷入库作业流程优化设计
长沙顺丰冷链运输作业优化设计
株洲百货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顺丰（长沙古曲路网点）最后五百米派送模式优化设计
宝利金电子公司生产车间布局优化设计
城步鸿阳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幸福小屋揽货配送业务流程优化设计
长沙市芙蓉区韵达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京东物流集散中心作业流程优化
板栗的在库储存优化设计方案
大广发物流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长沙冰雪冷藏物流仓储布局优化设计
杭州易寒冷链物流仓储布局优化设计
果之友冷链物流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生产现场5S管理方案设计
长沙雨花区德邦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刘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安吉零部件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仟吉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布局优化设计
宏鑫发豆笋厂订货批量优化方案
长沙家乐福超市芙蓉广场店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RFID在康复医院药品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方案设计
讪讪零售企业货币资金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新驰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湖南省芷伊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正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伊人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永英药业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设计方案
有趣超市库存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嘉世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流程设计方案
上海晶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湖南爱扬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湖南华一茶言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紫晴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优化设计
湖南晶伦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惠新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天天购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圈斗优动漫社团成本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佳源服装公司财务控制制度优化设计
学生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宿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智能农业大棚管理系统
办公室环境监测APP的设计与开发
乡村卫生所医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粮食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开发与实现
农场环境监控App设计及实现
单身公寓智慧系统设计及实现
物流中心仓库管理系统
蔬菜大棚的生长环境控制系统
超市进销存管理系统
物联网智能化农村环境监测系统
校园在线拍卖系统设计与实现
农副产品管理系统
餐饮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微信小程序的食堂点餐系统
基于杨梅酒酒类防伪追溯平台设计方案
疫情小程序方案设计
培训管理系统的方案设计
条形码在健身器材质量追溯和管理方 面的应用



KN95口罩的追踪溯源系统方案设计
web天气可视化系统设计与实现
步步高超市红星店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上海北芳储运集团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低碳环境下城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国联物流公司公路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常德朗州路店大润发超市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浪度家私汉寿店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宇鑫物流科技门店到发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济南华联嘉华超市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德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物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南极人嘉士仓库出库拣选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申通快递岳麓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南京苏宁雨花物流FDC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顺捷物流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白沙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出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佳腾仓储有限公司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通星沙圆梦花园网点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天天快递衡阳运转中心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宇鑫物流公司高岭门店配送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沫绿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多乐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锦禾制造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湖南兴起办公家具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
广东旺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连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管理优化方案
广州行星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宝安鞋业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华夏银行成都分行“现金新干线”产品推广方案
湖南好运多电脑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南京维奇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质押融资项目监管风险管理方案
武汉金科尼棉花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风险控制方案
云南南田蜂蜜销售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武汉金坤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仓单项下煤炭质押监管流程设计
湖南省南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抵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在线考试网站设计与实现
“邦奥”服饰公司网站设计与实现
图书馆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足不出户旅游网站设计与实现
校园爱心捐赠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Android 开发的新闻APP设计与实现
艾黎百货公司后台设计与实现
学生宿舍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便民商城后台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杂货铺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VIP购影视”网站设计与实现
“荼颜悦色”网站设计与实现
”交通管家“APP设计与实现
基于jsp鞋类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小童蛋糕”的网站设计与实现
花言巧语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户外防身”网站设计与实现
小说网站的设计与开发
网络考试系统设计与实现
天使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小霖鞋类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彼岸”手机交易论坛网站设计与实现
汉服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编程学习网站设计与实现
化妆品商城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Web前端商城APP的设计与实现
美淘网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 ASP.NET的电子购物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Android日常考勤系统app设计与实现
民宿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JSP的生鲜售卖动态网站的设计
RFID学生考勤系统设计
图书馆网络配置方案设计
湖南汇惠发展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三木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恒旺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帕旗服装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高升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奇立装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谦友农贸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爱硕家具有限公司成本费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尚品零食有限公司提高盈利能力方案设计
湖南维盛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佛山云端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星艺建材有限公司应收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瑶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凯德新鞋业公司存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长沙县星星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长春中车长客模具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天业电力设备制造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远洋地产公司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通城佳惠超市仓储方案设计
长沙市小米之家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木雕运输项目方案设计
湖南运丰物流有限公司出入库优化设计



广西南宁桂岭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胶辊硫化罐运输方案设计
湖南湘西猕猴桃种植基地仓储优化方案设计
烨妮服装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沧州市万威有限公司仓库建设项目施工优化设计
长沙韵达快递分拨中心布局优化设计
湖南涛涛食品物流仓储管理设计
湖南源安防护装备公司采购优化方案设计
良品铺子（长沙梅溪湖步步高店）物流配送管理优化方案
京东物流衡阳分公司装车配载优化方案设计
佛山市恒辉隆机械有限公司零部件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苏宁易购星沙配送中心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苏宁物流公司货物分拣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蔚然锦和超市入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南阳风迪物流有限公司在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云翔超市物流配送路径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觅爱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东怀远物流实业有限公司车辆调度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快递长沙步行街分部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安化县韵达快递公司运输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人人乐超市出库管理优化设计
大润发超市万家丽路店退货作业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顺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优化方案设计
临湘市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运输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邮通公司装卸搬运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索的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物流运输成本优化方案设计
北京飞龙电器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管理方案设计
湖南鹿屿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优品卓越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天力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网创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美创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金塑有限公司水管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深圳市君亚科技有限公司法岸冰箱抵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物流e贷”产品推广方案
金旋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本民转动机械有限公司行星齿轮减速机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华升钢材有限公司钢板抵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东盛公司螺纹钢钢材质押融资监管方案设计
十堰富琦工贸有限公司财务风险防范方案设计
枭徽食品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七七服饰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天际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佳乐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卡里多超市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万福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高杰盛汽车配件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豪天光电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恒达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莱恩酒店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欣然体育用品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星尔酒店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长民纸业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梅笺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菠若商贸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百世快递有限公司配送优化设计
长沙市天天快递有限公司仓储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中心选址方案设计
苏州易达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东莞栢能电子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冷链储存管理优化设计
衡阳市韵达速递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天天快递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设计
株洲天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天天快递有限公司快件处理作业优化设计
广州德信物流有限公司出库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拉夏贝尔天猫旗舰店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
永州市好又多超市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广东百世云仓供应链管理公司仓配作业优化设计
湖南双捷供应链有限公司长沙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韵达快递分拨中心入库作业管理优化设计
德邦快递新业务“材行家”业务设计
广东优速物流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上海汇恩物流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设计
济南振华物流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设计
怀化市申通速运有限公司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小型智能安防报警系统
小区物业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智能厨房安全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酒店管理系统
房屋租赁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智慧农业大棚的设计与实现
个人网店后台管理系统
中小型网上花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Android农业大棚监控设计与实现
物流学院京东超市安防监测设计
大学生招聘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德才中学图书馆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班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班级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超市物品销售管理系统



图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爱情公寓智能系统设计与实现
编贝牌早晚牙膏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仙人芦荟胶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炽汇加热鼠标垫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玊颜眼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筱筱儿童围栏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大彬老年人智能手表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北京现代新IX25小型SUV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佳智扫地机器人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筱栩蔬菜藕粉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完美智能美妆冰箱衡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安心老人鞋衡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蒋氏静脉曲张弹力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
小轻自拍神器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小象卸妆巾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顺丰仓库优化方案设计
三湖镇茶树运输配送方案设计
兴盛优选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金华市综合性冷藏库制冷系统设计
徐记海鲜水产品配送线路优化
嘉禾生鲜冷链物流仓库平面布局设计
红润超市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优化设计
湖南臻和亦康公司优化库存设计方案
兴隆冷链公司配送方案优化
明德医药有限公司冷库验证方案设计
“趣壳小铺”手机壳淘宝店铺装修与设计
“丽丽衣家店”（女装）淘宝店铺装修与设计
“三只熊”手机壳的淘宝店铺装修与设计
”小光手套“网店美工设计
淘宝店铺视觉营销美工设计与实现-以“暖暖的服装”为例
本草香包记店铺美工设计方案
“皇冠球鞋”网店视觉营销策划及实施
“千寻美衣屋”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小萌呀”女装淘宝店铺专修设计与实施
“糖伊”女装网店铺装修设计与实现
“唯嗳服饰”淘宝视觉营销美工设计与实现
深圳泰纶纺织机械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深圳贝特电子公司深圳国际电子展参展方案
广东优果公司新西兰客户接待方案
上海海鸥数码相机有限公司参展方案
上海杰林公司电动车广交会参展方案
深圳兆驰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素白服饰在亚马逊日本站的推广方案
深圳德彩光电公司上交会参展方案
长沙王府井百货六一儿童节安奈儿童装促销方案
长沙吾悦广场好时巧克力七夕促销方案
上海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广交会参展方案
长沙芙蓉口罩厂荷兰客户接待方案
长沙霍力柯尔公司传感器广交会参展方案
深圳贝特电子公司英国客户接待方案
春日化妆品连锁店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立卉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衡大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卜蜂超市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桂花连锁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凯瑞贸易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正佳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邵阳立歌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美美达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营安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食物日记餐饮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天子笑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方案
长沙哈鲁嗨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伊缘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方正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
华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柒凛晾衣杆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芳丝洗面奶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耀你美闪耀洗发水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杏雨梨云香水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震振磁力自动搅拌杯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宝美牌染发剂广东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漫妮装饰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新秀面膜湖南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荣华智能温控毯湖南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雨卉唇膏杭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程步为赢小鱼干湖南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景怡山蜂蜜广东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LJ电动平衡车湖南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蒲公英爽肤水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猪猪肉干湖南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地一田径钉鞋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张张天然狗粮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十一石bb霜气垫湖南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广州白云机场贵宾室端午节主题活动方案
吉祥HO1126航班客舱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方案
西安咸阳机场VIP候机室七夕情人节主题活动方案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新冠病毒防控方案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楼护卫应急能力培训方案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宁波栎社机场贵宾厅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桂林航空公司老年旅客客舱服务方案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湘年味＂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重庆江北机场T2航站楼春节主题活动方案
长龙航空春节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海南航空公司海口-墨尔本航班中秋主题客舱活动方案
湖南风华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瑶媛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松花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加一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果巴便利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兴博友服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椿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芙洺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玺荣航电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伊依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云芒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湖南橙承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乐夫生鲜超市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钱多多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广州字姝服饰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珊瑚批发部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长盛公司商品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助力车管理平台方案设计
基于二维码技术的垃圾分类回收激励方案设计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医院病历信息化管理方案设计
基于条码技术的有机蔬菜追溯系统方案设计
思南牌即食蘑菇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灿灿唇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碧岛智能垃圾桶上海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玺欢你面霜湖南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玛丽莲文胸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花味道鲜花饼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辣喜爱酱板鸭长沙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长白山梅子酒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茶语社黑茶饮料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花琛防脱发洗发水岳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巧遇电热锅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爱笑多功能笔山东临沂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良绣保暖鞋垫湘潭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艾妮美妆魔镜南京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镇正金啤深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dk人工智能语音蓝牙音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敏敏蒸汽眼罩常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心心除螨沐浴露常德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战斗豹能量饮料广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不二倾心眼镜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零露植物染发膏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野蔓洗发水南宁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VV金轴键盘永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辰阳啤酒怀化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机器人喷涂系统
水塔水位PLC控制系统设计
机器人焊接系统设计与仿真
机器人焊接控制系统设计
机器人搬运控制系统设计
ABB机器人码垛控制系统设计
PLC喷泉控制系统
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设计
冷水江海弘物流公司运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天津德邦物流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星沙华润万家超市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深圳盛辉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安能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惠州龙旗集团仓库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苏宁小件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苏宁物流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鸿星尔克湖南总仓库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中兴减震器物料仓出入库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汉坤建筑安保器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飞马冷链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长沙百世星联物流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红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江苏汇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成都创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黑金刚实业有限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环通物流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融汇版图地板上海总仓库储位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苏宁易购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丰田普拉多六一儿童节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本田思域国庆活动营销策划方案设计
星沙一汽大众4s店国庆节售后活动方案设计
阿杰动漫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品牌鞋”设计与实现
餐饮自助点餐系统设计与实现
公交卡充值管理系统
柠檬音乐网的设计与实现
“畅读”阅读器APP设计



基于Visual的学生管理系统设计
Unity3D引擎下的魔兽猎人
基于Unity3D噩梦杀手射击类游戏实现
基于Unity3D的迷宫游戏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3d的射击游戏设计与实现
动漫信息网
基于Unity与vs的游戏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别踩黑块的游戏设计
基于Unity俄罗斯方块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unity的丛林猎人设计与实现
电影推荐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快乐玩电竞外设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Eclipse的2048游戏开发
多看小说APP的设计与实现
动漫网页的设计与实现
时事新闻微信小程序
长沙县小区基于RFID技术的车辆出入统计方案设计
基于RFID技术的长沙市猪肉安全追溯系统方案设计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的天气预报搜索引擎设计与实现
物流企业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基于安全加密技术的二维码付款系统方案设计
酒类企业物流仓储系统方案设计
大理四日休闲释压游方案设计
长韶岳阳研学四日方案设计
湘西十八洞村三日旅游扶贫方案设计
北京古建筑文化五日研学方案设计
岳阳美食三日游方案设计
怀化四日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韶山三日红色教育活动方案设计
北京五日研学活动方案设计
张家界康养四日游方案设计
慈利三日乡村研学方案设计
青春张家界毕业四日游方案设计
西双版纳亲子五日游方案设计
秘境湘鄂•阅万水千年——探秘土司四日游方案设计
“青铜门下，静候灵归”——长白山“稻米”体验五日游方案设计
郴州桂东汝城三天红色教育活动方案设计
昆明普者黑亲子五日游方案设计
长韶衡四日研学方案设计
湘西民俗三日研学方案设计
跟着电影去旅行——重庆五日游方案设计
魅力湘西民俗三日游方案设计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书籍数据可视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高桥商城用户行为分析系统方案设计
基于jsp技术的极限网吧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
基于二维码技术的自动售货机管理系统设计



基于RFID技术的免疫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物信院学生党员发展信息管理系统前端设计与实现
基于Django技术的学生党员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长沙市舞蹈培训班项目可行性分析
东鹏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扩建项目工期设计
汽车库及引道项目工期设计及优化
梨江分拨仓库项目工期设计优化
湖南乐马士周转仓库使用优化设计
德邦公司配送中心工序优化设计
上海梅山运输有限公司铁矿石调运方案设计
正佳物流公司钢护筒运输方案设计
长沙科陆五金贸易公司生产车间库存优化设计
长沙星铭速递有限公司运输方案优化设计
大润发超市万家丽路店在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惠之源超市配送作业优化设计
长沙速达物流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中通快递星沙街道分部服务质量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望城区韵达速递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顺邦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百世快递星沙三部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宏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衡阳恒特蔬果公司配送效率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发网物流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雨花区佳兆业小区菜鸟驿站派件优化设计
邵阳德通物流公司配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顺捷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宏兴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百世快递长沙转运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溆浦县佳惠超市大汉新城店仓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好运来物流公司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基于php的服装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连连看小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博客发布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网络购物交易平台设计与实现
长沙旅游网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办公用品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零食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图书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校园二手交易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网页扫雷游戏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微画展分享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美食网站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网上零食店的设计与实现
兼职网站的设计和实现
今日资讯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吉他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PHP的购物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JSP的网上商品销售系统
湖南露丝卡生态纺织品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速卖通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红柳床品营销方案
蜂花洗发水美国市场营销方案
康威体育运动用品速卖通跨境平台父亲节促销方案
柯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广州七喜电脑有限公司广交会参展方案
完美日记美妆产品eBay平台圣诞促销方案
湖南格润德管业有限公司迪拜酋长国客户接待方案
靓依坊服装产品eBay平台万圣节促销方案
光联光电消防器材美国奥兰多消防设备展会参展方案
千睿灯具广交会参展方案
中山尚洋广交会参展方案
深圳市妍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广州溪秀生物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湖南九鼎昌达贸易有限公司德国客户接待方案
湖南佳佳服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骏意佳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湖南和升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九福祥企业物流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常德sheep鞋业有限公司筹资优化方案
湖南盛夏服装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优化方案
湖南明达钢材有限公司槽钢监管现场流程设计
东莞创立捷电子有限公司电子元件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深圳市志平纸制品有限公司复印纸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长沙沙都贸易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湖南俊宇有限公司冰箱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湖南文莎电器有限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广州环球电器有限公司嵌入式高档电蒸炉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潮庭餐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长沙宜家2020年“双十一”促销活动方案设计
芙蓉兴盛大众传媒店开发设计方案
德庄火锅万达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快鱼服饰泉塘店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海底捞火锅（金星店）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长沙星沙广粥城商圈调查方案设计
雲水肴德思勤店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本塘我家酸菜鱼长沙2020年线上推广活动方案设计
GOSO内衣长沙2020年轻靓一夏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董欣长沙芙蓉店2020开业庆典方案设计
禧御贡茶2020年长沙地区中秋节产品推广方案设计
乌名见客奶茶店长沙地区2020年开学季活动方案设计
步步高乐问2020年开学季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翠园湘南麓山店2020开业庆典策划方案设计
许家故事长沙区域2020中秋节促销方案设计



尽膳口福国贸店2020中秋节促销方案设计
宝盾玻璃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哆吉咪童装2020年欢度六一促销方案设计
田良君炒货2020年劳动节活动方案设计
园梦方舟水上乐园2020年“七夕”活动方案设计
黑白电视老长沙吃货铺2020年国庆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森马服饰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Bubble泡泡茶2020年校园推广策划方案设计
长沙鑫正娱乐公司2020年七夕促销方案设计
2020年新百家国庆节公关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维也纳酒店书香茶韵主题客房设计
圣爵菲斯大酒店中国医药学会团队接待方案
明生集团十周年年会庆典接待方案
“双木一馨”主题婚宴设计
张先生和万小姐花好月圆主题婚礼接待方案
姐妹情深主题客房设计
“相濡以沫”婚宴菜单设计方案
麓枫酒店“绿色生态”主题客房设计
赵小姐与冯先生婚宴接待方案
敦煌研究院领导干部培训接待方案
圣爵菲斯大酒店亲子主题客房设计
广汽传祺公司第十一届周年庆接待方案
朱先生与李女士“仲夏夜之梦”主题    婚宴接待方案
王先生与肖小姐水晶之恋婚宴接待方案
沈阳鑫源物流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山东三合运输有限公司运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衡阳乐尔乐超市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临汾万家福超市（家乐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同安医药有限公司配送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天心区大润发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芙蓉兴盛超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畅湘快递公司物流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三只松鼠零食超市（长沙雨花区店）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庆瑞电器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成都天府新区万安卫生院药品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德邦物流公司出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艾Q烘焙小屋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凤凰物流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欧拓电气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德众机械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上海发展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同舟模具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超Q超市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金泰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吃吃吃快餐公司原材料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凯得机械企业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上上超市现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飞宇汽车零部件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完达山乳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千禧服装有限公司扩张筹资方案
湖南玖玖电子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湖南慕烊服装有限公司采购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
湖南塔尔药业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益阳金灿装饰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木北酒店采购环节供应商选择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湖南花栀酒业有限公司存货融资项目监管现场方案设计
珞一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湖南诺森酒业有限公司存货抵押融资项目流程设计
山西晋城煤炭有限公司肥煤静态质押融资流程设计
宏远物流有限公司食品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杭州睿欧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邮政速递物流公司分拣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佰富联超市（开福店）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岳阳云溪区顺丰速运中转场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十荟团仓配优化方案设计
中山优乐公司入库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辽宁日丰集团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顺丰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杭州迈点服饰有限公司库存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益阳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S现场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小药药长沙仓库药品库存分类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百世快递长沙转运中心（长沙县）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汇隆物流有限公司运输配载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东站中通快递配送流程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卓为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步步高超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百世物流南京上坊仓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招商局物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G801列车旅客突发疾病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G74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邵阳站大面积晚点应急预案设计
G63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长沙客运段乘务员素质提升方案设计
G86次列车茶文化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2604次列车晚点应急预案设计
G2034次列车儿童车厢服务方案设计
G431次列车达努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
G1352次列车春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株洲站列车大面积晚点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G74次列车餐食配餐方案设计



岳阳市文苑南路中通快递配送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通快运星沙分拨中心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汇隆物流公司公路运输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湘西强盛物流运输优化设计
衡阳通程佳惠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东野门窗制造公司库存控制优化设计
运加物流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设计
岳阳市嘉乐生活超市商品入库作业优化设计
永州市军联物流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常德大润发超市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大润发超市仓储作业优化设计
湘潭雨湖京东快递配送站派件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湘华纸业公司原材料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云蜂物流有限公司仓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顺丰快递星沙集散中心分拣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娃哈哈桶装水长沙县湘龙街道配送站路线优化设计
长沙家乐福韶山南路店在库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岳麓区步步高超市仓库出库作业优化设计方案
武汉客运段乘务人员乘务制度培训方案设计
G1322次列车春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1688次列车爱护环境主题车厢活动设计方案
南宁站东盟博览会宣传活动方案设计
G6113次列车爱国主义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高铁南站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方案设计
G6029次列车绿色青山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K1373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置演练方案设计
长沙高铁南站国庆节主题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郴州西站铁路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方案设计
长沙苏宁芙蓉区仓库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湘乡市步步高集团物流配送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顺丰速运快件操作流程方案优化设计
长沙名创优品股份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驰城云仓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红星农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恒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先锋集团星沙包装厂仓储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湖南宇鑫物流有限公司仓库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雨花区芙蓉兴盛超市配送流程优化方案
湖南同安医药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你好大海星沙店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费大厨十七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步步高梅溪湖店蔬果2020双十一促销方案设计
杨裕兴中茂城店开发方案设计
悠百佳2020年湖南地区加盟推广方案设计
米多诺万象汇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锁味万象汇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熊猫不走蛋糕长沙地区2020开业策划方案设计
迪恩耒阳地区2020年双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相宜本草长沙区域20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7-11长沙麓山店2020年开业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风波庄衡阳店2020年开业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寻蟹记长沙地区2020年国庆活动方案设计
北方家宴广东区域2020双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长郡梅溪湖中学2020年暑假研学团接待方案设计
酒拾烤肉长沙地区三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鲜目录寿司常德地区三周年庆典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都市丽人青山店三周年庆策划方案设计
茶颜悦色2020七夕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以纯服饰2020年度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精益鸭脖2020年七夕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2020年小川贵广告策划方案设计
可心DIY蛋糕2020年长沙地区“幸福晒出来”活动方案设计
欧时力天猫商城2020年双十二策划方案设计
筷子兄弟2020年父亲节策划方案设计
品格男装 2020年长沙地区父亲节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荷花机场安检人员培训方案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安检人员职业技能训练方案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服务科各岗位优化流程方案
衡阳南岳机场老年旅客安检服务方案
邵阳武冈机场候机厅服务方案
武冈机场无陪儿童接待方案
岳阳三荷机场安检岗位服务流程优化方案
祥鹏航空公司中秋节商务舱特色接待方案
长沙黄花机场VIP候机室国庆节主题方案
长沙黄花机场乐翔贵宾厅端午节主题活动方案
武汉天河机场安检团队素质拓展活动方案
奥凯航空天津-成都旅游包机特色方案
海南航空公司客舱特色服务设计方案
贡嘎机场春节特别活动方案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贵宾厅元宵节主题活动方案
G552次列车端午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方案
G95次列车“我爱我的祖国”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深圳北站志愿者服务方案设计
G1111次列车餐吧车厢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G6101次列车春运期间旅客突发性休克演习方案设计
汨罗东站火灾事故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G6032次列车“畅游湖湘”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6185次列车儿童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方案
G6025次列车中秋节车厢主题活动设计方案
G85次列车旅客突发疾病紧急演练方案设计
“黎芝士女装”网店美工设计
菲依舍女装店铺网店美工设计



“丽雅妆城”网店美工设计优化方案
“简夕服装”网店美工设计
“艾芙妮”女装网店装修设计
“爱美”女鞋网店美工设计
“尘霁小家”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小鹿家”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美家每户”布艺沙发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quot;乐家家居“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蜜可儿”女鞋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漢顏閣”网店美工设计
“至爱贝比”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quot;异素服饰”网店美工设计与实现
长沙望城区步步高超市配送线路优化设计
湖南宇鑫物流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申通分拨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县保家安置小区菜鸟驿站网点运营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联正仓储有限公司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金桥永旺零担物流公路运输配载优化设计
湖南品骏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湖银湖壹号超市仓库布局优化设计
长沙百世快递物流有限公司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慈利韵达快递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益阳甜甜湾公司入库优化方案设计
水口供销部仓库优化方案设计
岳阳市京东快递汉昌配送站派件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德荣医疗拣货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通快递公司河西分部配送线路优化方案设计
深圳一阳红实业有限公司仓库布局优化方案设计
靖州兴盛优选采购业务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湘霸食品厂托盘堆码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通快运雨花二部派件作业优化设计
韵达快递连州市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海口天力达物流公司作业分拨优化方案设计
百世快运长沙分拨中心仓储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南京苏宁物流货物出库优化方案设计
京东华中商城货物出库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步步高（电力学院店）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长沙水车田农产品有限公司配送路线优化设计方案
株洲市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市区配送路线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天天快递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药品仓入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桂林临桂德邦物流网点运输配载配装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市威远鑫数码有限公司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步步高超市（荷塘仓）配送路线的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中国邮政速递分拨中心分拣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佛山乐鼎电子有限公司成品库在库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京东星沙FDC仓库的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苏宁物流配送优化设计
高尔夫嘉旅欢乐初夏嘉旅随行营销活动方案设计
雷克萨斯LS试乘试驾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御洗坊汽车美容店“焕然一新迎新年”活动策划方案设计
水果小子企业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新化县安远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音亿电气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曼宁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耐丝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拉凯旺机械公司管理费用优化设计
深圳泰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稳压管质押融资监管现场设计
湖南梦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东莞市喜临门家具有限公司沙发质押融资监管流程设计
宁波红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洗衣机质押融资项目监管现场设计
长沙天海视科技有限公司电视机质押融资方案设计
牧慈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方案设计
广东凤彩公司质押融资项目监管流程设计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安检实习生培训优化方案
广东白云机场安检岗位服务水平提升方案
海口美兰机场特殊旅客服务优化方案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VIP旅客安检流程优化方案
广州白云机场无陪儿童旅客接待优化方案
关于降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旅客随身携带限制物自弃率的方案
北京⼤兴国际机场春节活动策划⽅案
武汉天河机场安检岗位综合素质培训方案
厦门高崎机场新型冠状病毒期间旅客防护方案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安检服务质量提升方案
关于浙江长龙航空护送医疗队支援武汉的策划方案
新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湖南哈佛石油能源有限公司营运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佳宇物流公司差旅费报销方案设计
长沙市桓桦物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长沙正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华友服装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深圳永之杰食品公司公司成本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富盈酒类贸易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缘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薪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元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设计
湖南群丰鲜果有限公司库存现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市金骧实业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芳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扬州顺辉纸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康健尔医药制造公司存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长沙市设康建筑有限公司 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广州衣熙服装有限公司管理费用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设计



湖南莱恩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饭饭湘餐饮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家康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鸿诺电子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佳惠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七十二变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核算优化方案设计
杭州洛韦森林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君临糖酒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清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长景医药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唐海连锁超市财务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乐尔乐超市在库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零食很忙”星沙步步高店入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全一快递有限公司包装回收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顺洁纸业有限公司物流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浏阳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库作业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职院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优化方案设计
长沙达旺达家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龍群家电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初音琴行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阿拉丁连锁超市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凯旋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嘉兴房地产有限公司项目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英特购物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恩惠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湖南不辜负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
南方润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湖南尚佳服装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深圳魔咖科技有限公司差旅费管理优化方案
浙江优优佳润鞋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建福南达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湖南海滨物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湖南醴陵市通达电瓷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广州两棵树网络科技公司跨境电商营销方案
湖南省格雅达玻璃马赛克有限公司网络营销方案设计
东莞市天隆达制罐有限公司出口流程方案
深圳沃莓科技有限公司参展方案设计
深圳市灏瀚传奇科技有限公司海外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深圳市万事达运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湖南华光源海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
永康市久久太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设计
深圳万邦通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美国客户接待方案
深圳市盈进家居有限公司新客户开发方案
长沙优美皮具有限公司出口业务方案设计
深圳佳华强五金塑胶公司参展方案设计
长沙中起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跨境电商营销方案



智能停车收费管理系统
酒店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智能家居安防系统
智能农业大棚系统设计发案
家庭智能安防报警系统设计方案
智能厨房安全系统方案设计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
小区诊所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网上订餐系统管理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厨房方案设计
超市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智能蔬菜大棚的设计与实现
智慧西瓜大棚的设计和实现
基于Web技术的校园停车管理系统
服装商场管理系统
基于“云平台”的有机蔬菜大棚方案设计
小型超市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基于物联网智能养殖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温室大棚环境监控系统设计与实现
大众后勤审批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G71次列车纪念抗战历史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1362次列车老年人车厢服务方案设计
G248次列车消防安全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1869次列车国庆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1408次列车七夕节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G21次列车花朝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娄底南站孕妇接待服务方案设计
G1370次列车火灾应急处理方案设计
G503次列车中秋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1121次列车春节主题车厢活动方案设计
G95次列车儿童节车厢主题活动方案设计



统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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