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指导教师 职称
是否企业

兼职教师
指导学生姓名 学生毕业设计选题名称 备注

1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彭腾 关于岳阳长炼地区安踏运动促销策划方案的设计

2 陈金兰、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童创捷 长炼奇缘花店推广策划方案

3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方宇轩 岳阳长炼地区周黑鸭广告策划方案

4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唐先鹏 长沙盟重夏日促销方案设计

5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周九九 “木棉花轻食”岳阳步步高商场推广方案设计

6 熊伟、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蒋敏  “爱上零食店”促销方案设计

7 陈金兰、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莫张胜 “共享汽车”岳阳推广方案

8 熊伟、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许燕云 长炼阳光巴士促销策划方案

9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邵锦辉 共享厨房岳阳地区校园推广方案设计

10 陈金兰、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聂灵华 优优王国孕婴童连锁店促销活动方案

11 熊伟、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张林荣 桃夭花艺花店促销方案

12 熊伟、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伍家琪 长炼童之梦幼儿园促销方案

13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刘万年 有间奶茶店长炼地区七夕节促销策划方案

14 陈金兰、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田瑛 私人影咖推广活动方案

15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湛世雄 九喜蚊香岳阳云溪市场推广方案设计

16 熊伟、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罗琴 长炼“重庆火锅米线”国庆促销策划方案

17 陈金兰、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郭灵 “汉服体验馆”岳阳市场推广活动方案

18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张秋艳 墨韵书香文学社“书友会”活动策划方案

19 孙赛云、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阳帆 长沙品牌理发店新店推广方案设计

20 熊伟、杨应强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王金英 长炼老男孩奶茶国庆促销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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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于建 讲师 否 庞蓉 长沙市德思勤广场华莱士促销策划方案

22 张慧文 讲师 否 彭奕 鹿角巷岳阳市奶茶促销方案

23 陈勤 讲师 否 孙永丽 贡茶茶饮（岳阳店）促销方案

24 陈勤 讲师 否 吴轩 华容优益果水果国庆节促销方案

25 罗明 讲师 否 伍韵 岳阳The Littles亲子餐厅促销策划方案

26 陈勤 讲师 否 肖芳 弹小茗奶茶岳阳市分店促销方案

27 于建 讲师 否 徐凤来
岳阳市步行街“双十一”购物节书亦烧仙草品牌促

销方案

28 李玉叶 讲师 否 杨婷 古茗奶茶岳阳理工店七夕节促销活动方案设计

29 陈勤 讲师 否 张晶晶 岳阳平江新新娘婚纱摄影婚博会促销方案

30 于建 讲师 否 郑瑶 良品铺子湖北省通城县促销活动方案

31 李玉叶 讲师 否 周海艳 多抓鱼二手书网岳阳市场推广

32 陈勤 讲师 否 邹希梅 好麦芝蛋糕店平江县南江镇情人节促销活动

33 陈勤 讲师 否 张婷 长沙花意情人节促销方案

34 于建 讲师 否 白巧霞 华容县蜜雪冰城奶茶促销策划方案

35 陈勤 讲师 否 陈微 南亭汉服体验馆岳阳地区品牌推广方案

36 鲁洁 讲师 否 戴菲 沪上阿姨奶茶长沙岳麓区促销活动方案

37 于建 讲师 否 方黄晴儿 岳阳市QQ农场水果店促销方案

38 罗明 讲师 否 方莹 百灵猫舍岳阳地区营销策划方案

39 李玉叶 讲师 否 方宇星 王老吉“刺柠吉”新品岳阳市场推广方案

40 鲁洁 讲师 否 葛颖 皇茶岳阳市奶茶促销方案

41 李玉叶 讲师 否 胡金知 麦上花开长沙芙蓉区分店七夕节

42 陈勤 讲师 否 胡婉均 盘子女人坊“国庆节”促销活动方案

43 于建 讲师 否 黄依 岳阳步行街Fox bar促销活动策划方案

44 鲁洁 讲师 否 金燕 周黑鸭国庆节长沙市开福区促销策划方案

45 李玉叶 讲师 否 李杨 水涌茗香茶馆岳阳店中秋节促销活动方案设计

46 于建 讲师 否 林桂员 长沙市雨花区屈臣氏促销策划方案

47 张慧文 讲师 否 罗晴 净果甜品长沙岳麓区促销活动方案

48 陈勤 讲师 否 罗鑫 平江口口香夜宵中秋节促销方案

49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杨卫国 耒阳烟草公司配送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0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杨利芳 岳阳地区娃哈哈分公司配送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1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王田 甜甜公司猕猴桃运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2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唐莲花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仓储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3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谭瀚冰 耒阳友源公司葡萄运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4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沈丽 南县小川贵有限公司仓配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5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刘慧 克明面业有限公司包装方案优化设计



56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黄可彦 广州红运生鲜有限公司荔枝运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7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胡娟 蓝山县城生活小区废弃物物流设计方案

58 钟洁、刘巍 讲师、高级工程师 是 付铝 贵阳初升电子有限公司出库作业方案优化设计

59 卢芳、刘巍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李思 醴陵县中通快递公司配送优化设计方案

60 卢芳、刘巍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刘云兰 德邦物流运输管理设计优化方案

61 卢芳、刘巍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罗建平 岳阳楼酒业有限公司运输优化设计方案

62 卢芳、刘巍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宋慧颖 莆田市秀屿区南日海域特产有限公司运输优化方案

63 卢芳、刘巍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唐怡婷 长沙长丰公司生鲜食品配送优化方案

64 卢芳、刘巍 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是 许叶卉 惠捷物流有限公司鸡蛋运输组织与优化方案

65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谭松波 昊天电子科技订单管理优化方案

66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胡艳琴 B2C电子商务的退货管理作业优化方案

67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胡顼莹 H公司湖南分公司乙烯运输路线优化方案

68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周凤娇 岳阳市太阳桥昌盛物流整体整改优化方案

69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林立聪 黄冈雪花啤酒经销商物流配载优化方案

70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凌芳 JZ企业补货管理作业优化方案

71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何林培 茂名市烟草公司名烟总汇送货管理作业优化方案

72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唐春花 花花花鲜花店鲜花运输包装作业优化方案

73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林淇腾 嘉吉物流拣货管理作业优化方案

74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杨书帆 盛世企业仓储管理优化方案

75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丁冲 上海7 eleven连锁便利店配送中心优化方案

76 何飞红 讲师、工程师 是 沈阳
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仓库作业流程图及相关表单优化

方案

77 柴中奎、胡伟伟 副教授、工程师 是 刘曾宇 个人空间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78 柴中奎、孙检 副教授、工程师 是 袁雨桐 Another异世界导航网站制作

79 柴中奎、孙检 副教授、工程师 是 王为一 基于web的通讯录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80 邓蔚、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张海红 网上书店

81 邓蔚、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吴雨铃 同学录管理系统

82 邓蔚、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陈金 新闻发布系统

83 邓蔚、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刘玲 小型企业办公管理系统

84 邓蔚、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何雅洁 个人空间

85 邓蔚、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沈艳红 毅图新闻发布系统

86 邓蔚、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潘胡营 企业信息交流平台

87 邓蔚、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方丽芝 新闻发布模块



88 罗先进、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方云燕 基于spring mvc与mybatis的BBS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89 罗先进、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刘洁 基于WebSocket在线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0 罗先进、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皮莎 基于MVC框架在线音乐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1 罗先进、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余越越 基于SSH的网上商城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2 罗先进、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罗丹 编程技术博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3 罗先进、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胡易曙 基于B/S物流配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4 罗先进、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张敦煌 九宫格日记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5 罗先进、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何柳 基于struts同城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6 罗先进、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吴文秀 基于SSH知识问答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97 韦祥、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姜帆 某图书馆藏书查询系统

98 韦祥、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胡衡徽 嗨悦小说网

99 韦祥、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龙淑君 酒店客房管理系统

100 韦祥、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邓新静 羽月神社资源网

101 韦祥、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蒋坤强 基于ASP.NET的校园二手交易网站

102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杨雅 简单库管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103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陈红 酒店客户管理系统

104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张新如 图灵小说网

105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李伟 资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06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周欣 个人主页的设计与实现

107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胡丽波 企业人事管理系统

108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李玲 公司员工管理系统

109 文蓉、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官梦瑶 个人微博设计

110 文蓉、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王家佳 某学校门户网站设计与实现

111 文蓉、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付欣 小学中英文词典设计

112 夏维、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游浏 仓库管理系统

113 夏维、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胡锦峰 基于Web的新闻发布管理系统

114 夏维、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张达 学生管理系统

115 胥胜林、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苏子豪 某物流企业网络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116 胥胜林、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邓伟杰 某公司Linux网络服务的设计与实现

117 胥胜林、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谢晓富 某高职学院校园网络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118 胥胜林、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包文文 某软件开发公司网络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119 余建民、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葛慧 某电信公司网络的设计与实现

120 余建民、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付雪琼 学校图书管理系统

121 余建民、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宋娉 基于Asp.net的学生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22 余建民、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吴亮 在线新闻发布系统



123 余建民、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周林 客户管理系统

124 余建民、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陈梦 工资管理系统的开发

125 余建民、胡伟伟 讲师、工程师 是 黄思燕 网上购物系统的开发

126 余建民、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陈思思 中英文电子词典的开发

127 余建民、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梁棉 员工考勤管理系统的开发

128 余建民、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方黎 某企业办公区网络的设计与实现

129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王梓冰 自动取款机模拟程序

130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周丹 小型图书管理系统

131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刘格 教务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132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张婷婷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133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秦莎莎 网上招聘系统的开发

134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喻梦玲 图书管理系统的开发

135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周洁 服装销售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136 周昊、任永新 讲师、工程师 是 朱洪雨 酒店管理系统的开发

137 周昊、孙检 讲师、工程师 是 吴星星 客户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138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袁德海 智慧社区菜市场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139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刘霖 简单图书馆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40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沈林林 Camera lens博客的设计与实现

141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黄明明 美食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142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谢小昕 基于WEB的影视网站开发

143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凌明珠 诺提苏蛋糕网

144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丁子旋 VIPP家居商城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45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向颖丽 京东官网的设计与实现

146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熊涛 手机销售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47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卢韶彬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48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吴敏 电器专卖销售网站

149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彭锟成 校园失物招领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50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田帅 基于Web的小米商城购物系统

151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熊恩波 餐饮管理系统

152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张锐 旅游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153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蒋宇星 网上购物系统

154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邝胜东 纵横小说网

155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陈飞 音乐网站系统

156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米旭明 华为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157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易延群 快乐购网站设计与实现



158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唐根海 小说阅读网设计和实现

159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王强金 想想网上书城

160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杨颖 美发沙龙网站

161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谢圣毛 QQ音乐移动端页面开发

162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刘杰 实习管理系统

163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龙琴芳 个人博客的设计与实现

164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黄锐峰 尚果坊水果网网上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165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张胜良 基于WEB的在线音乐系统设计与实现

166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王汶祥 水果商城的设计与实现

167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陈灿 基于Web的购物系统

168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刘杰 水果商城

169 胥胜林、肖丹 讲师、工程师 是 罗飞龙 汽车销售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170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杨洋 电商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171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刘志炜 CRM客户管理系统的开发与设计

172 夏维、何丽君 讲师、工程师 是 艾琰亮 商城小店

173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梁承叶 小说在线阅读网站开发

174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佘泽宇 零食商城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75 柴中奎、陈欣博 副教授、工程师 是 郑厚卿 基于移动端的QQ音乐APP设计与实现

176 韦祥、周元平 讲师、工程师 是 吴显 电商网站的设计与实现

177 龚琼 讲师 否 方倩 泸沽湖亲爱的客栈营销策划方案

178 龚琼 讲师 否 胡玉婷 延安红色旅游营销策划方案

179 龚琼 讲师 否 李佳怡 上海朱家角户外音乐节营销策划方案

180 龚琼 讲师 否 王亚妮 武功山帐篷节营销策划方案

181 龚琼 讲师 否 吴英姿 平江仙姑岩风车恐龙节旅游营销活动策划方案

182 龚琼 讲师 否 徐甜甜 西双版纳菠萝蜜至尊客栈营销策划方案

183 龚琼 讲师 否 许嘉 韶山红色旅游营销策划方案

184 龚琼 讲师 否 许桑瑶 青岛崂山登山节营销策划方案

185 龚琼 讲师 否 张杏 屈子祠端午节营销策划方案

186 姚琳 讲师 否 孔月 北海银滩悦色民俗情人节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187 姚琳 讲师 否 李梅 杭州花家山庄七夕节营销策划方案

188 姚琳 讲师 否 李思 郴州东江湖户外拓展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189 姚琳 讲师 否 刘燕 君山爱情岛联谊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190 姚琳 讲师 否 毛杰妮 德夯苗寨民俗风情体验活动营销策划

191 姚琳 讲师 否 谭新宇 敦煌途芽沙漠探险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192 姚琳 讲师 否 唐佳敏 呼伦贝尔蒙古族民俗风情体验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193 姚琳 讲师 否 吴湘红 临湘五尖山探险营销活动策划方案

194 姚琳 讲师 否 杨取军 蜈支洲岛珊瑚酒店蜜月旅行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195 姚琳 讲师 否 朱永倩 长白山王朝圣地温泉酒店营销策划方案

196 龙美华 讲师 否 陈娟 海天盛筵之畅想北海涠洲岛

197 杨金菊 讲师 否 陈宇
欢乐旅行社“越古今，阅古今——古都西安”旅游

线路设计方案

198 龙美华 讲师 否 方玲 “体魅力襄阳，游盛世唐城”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199 杨金菊 讲师 否 方妍
阳光旅行社“风景旧长安，江南烟雨中”旅游线路

设计方案

200 杨金菊 讲师 否 黄美丽 探访“北方冰城榆都-哈尔滨”

201 杨金菊 讲师 否 李好 “披古绸裳、梦中江南”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02 杨金菊 讲师 否 李吉祥 “悦游北京、畅享北京”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03 杨金菊 讲师 否 李芊 兰州“做一场自由的梦，追逐梦想的洗礼”

204 杨金菊 讲师 否 李荣 “走进千年古城 探索神秘湘西”

205 杨金菊 讲师 否 李英华 “一见倾心昆大丽纯玩”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06 杨金菊 讲师 否 凌挥 “亲吻最美天堂爱上香格里拉”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07 杨金菊 讲师 否 吴佳慧
阳光旅行社“民间山水故宫—江南游记”旅游线路

设计方案

208 杨金菊 讲师 否 吴琴
欢乐旅行社“越古今，阅古今——古都西安”旅游

线路设计方案

209 龙美华 讲师 否 易琴 “悦享苏杭，漫游江南”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10 杨金菊 讲师 否 易迎 “熊猫之乡 人间仙境九寨沟”旅游线路设计

211 杨金菊 讲师 否 周子琴
“探寻重庆 感受巴渝古韵之美”旅游线路设计方

案

212 龙美华 讲师 否 朱茵
云朵旅行社“茅台佳酿，贵州山水”旅游线路设计

方案

213 杨金菊 讲师 否 邹紫琴 “心动青海，邂逅人生”的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14 汤理 讲师 否 谌雨 武汉欢乐谷万圣节狂欢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215 汤理 讲师 否 邓金玲 岳阳团湖公园“荷”你“荷”我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216 汤理 讲师 否 乔丹妮 岳阳阿波罗御庭酒店元宵节营销策划方案

217 汤理 讲师 否 王华 平江纯溪小镇户外俱乐部营销活动策划方案

218 汤理 讲师 否 翁桃平 汨罗屈子祠端午文化节活动策划方案

219 汤理 讲师 否 夏莲 南京夫子庙七夕节活动营销策划方案



220 汤理 讲师 否 钟靖 平江神帆国际大酒店中秋节营销方案

221 汤理 讲师 否 钟永红 平江石牛寨旅游节营销策划方案

222 汤理 讲师 否 周柔 岳阳君山岛浪漫旅行营销活动策划方案

223 汤理 讲师 否 钟敏 平江神帆国际大酒店中秋节营销方案

224 王辉 讲师 否 方亮 “纯净蜀之旅-成都五天四晚”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25 王辉 讲师 否 黎杏 “丝路长安行”线路设计

226 王辉 讲师 否 李思琪
“暴走金陵城，夜泊秦淮河，品南京美食——南

京，上海六日游”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27 王辉 讲师 否 刘璇 青海湖旅游线路

228 王辉 讲师 否 罗金环 “聆听海的声音-广西北海+涠洲岛三日两晚”

229 王辉 讲师 否 彭雨嫣 “江城的旧时与现在”武汉四天三晚旅游

230 王辉 讲师 否 邱滨
“全世界也不愿错过的-稻城亚丁”旅游线路设计

方案

231 王辉 讲师 否 孙紫嫣 “林中之城-郴州四天三晚”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32 王辉 讲师 否 王诗美 “理想而神奇的乐土-西双版纳四天三晚”

233 王辉 讲师 否 谢瑶 “江南水乡杭州三天三晚”旅游线路设计

234 叶云 讲师 否 陈佳 “驰域河南—九朝古都”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35 叶云 讲师 否 戴婷婷 “桥见未来”——向往港珠澳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36 叶云 讲师 否 黄雯璐 三千漓美——桂林山水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37 叶云 讲师 否 李丹 “稻城游踪--人间仙境”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38 叶云 讲师 否 刘丹丹 “塞外江南——北疆回归线”

239 叶云 讲师 否 刘思思 “寻蒙之旅 精美域外”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40 叶云 讲师 否 刘依玲 醉美东北——悠游长白山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41 叶云 讲师 否 刘玉静 世界屋脊圆梦西藏旅游线路设计方案

242 叶云 讲师 否 余丽红 东方夏威夷-三亚纯玩团

243 叶云 讲师 否 周思妮
“玩长江、游三峡、畅享三峡游”旅游线路设计方

案

244 龙向颖 讲师 否 余凯婷 仙迪（香港）国际化妆品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方案

245 龙向颖 讲师 否 毛伟平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永旺综合百货公司绿色蔬菜促

销方案促销活动策划方案

246 龙向颖 讲师 否 何小晗 禧满(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产品介绍方案

247 龙向颖 讲师 否 李丽娟 一揽芳华汉服店跨境电商平台推广方案

248 龙向颖 讲师 否 李如意 “天康”农副产品公司跨境电商平台推广设计方案



249 龙向颖 讲师 否 尹利 DCF （Delicious Chinese Food）介绍方案

250 龙向颖 讲师 否 刘淑浈 小学英语兴趣教育方案

251 龙向颖 讲师 否 伍娜 商务英语考试培训方案

252 龙向颖 讲师 否 何娟娟 莱立公司跨境电商推广设计方案

253 周云香 讲师 否 李莉 爱衣衫公司出口合同若干问题优化方案

254 曾荃 讲师 否 黄兴 妍丽化妆品公司外贸业务推广优化方案

255 曾荃 讲师 否 李婕 青年路小学英语教学优化方案

256 曾荃 讲师 否 卢颖 JN服装外贸公司展销会活动策划优化方案

257 曾荃 讲师 否 阳宁 艾尔智能锁外贸公司单证缮制方案

258 曾荃 讲师 否 黄武略 东巴广告设计公司英语广告优化设计方案

259 曾荃 讲师 否 方龙慧 Speechless幼儿园英语教学优化方案

260 高敏 讲师 否 方建 77号店铺包馆进出口公司新品发布策划方案

261 高敏 讲师 否 李婷 RAREON（高跟鞋）英语广告设计方案

262 高敏 讲师 否 蔡湘林 进出口奶茶新品推广策划方案

263 高敏 讲师 否 杨若澜 猎聘网英语广告设计方案

264 高敏 讲师 否 胡瑞 逐梦令汉服推介设计方案

265 高敏 讲师 否 包颖 一口酸牛奶商品推介设计方案

266 高敏 讲师 否 徐航 中牌JK制服的出口营销方案

267 高敏 讲师 否 张佳灵 魔法龙帕夫Lolita进出口营销方案

268 赵颖惠 讲师 否 蔡唯 知途国际旅游解说词设计方案

269 赵颖惠 讲师 否 李琳 机场标识语案例分析

270 赵颖惠 讲师 否 李妹 仰天湖小学英语设计方案

271 赵颖惠 讲师 否 路遥 可口可乐英语广告设计方案

272 赵颖惠 讲师 否 夏萍芳 只迷英语培训班学习英语的方案设计

273 赵颖惠 讲师 否 徐青青 蓓蕾幼儿园学习英语设计方案

274 赵颖惠 讲师 否 钟婷 商场标示语案例分析

275 罗芳 讲师 否 钟清瑶 江苏爸爸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商品推介设计方案

276 罗芳 讲师 否 潘珊 中石化外贸谈判业务流程设计方案

277 罗芳 讲师 否  陈俊珺 日本卡西欧手表推介策划方案

278 罗芳 讲师 否 方丽 梦幻化妆品广告设计方案

279 罗芳 讲师 否 胡咏 武汉神龙小学英语教学策划方案

280 罗芳 讲师 否 彭佳尧 湘北女校非英语专业学习英语设计方案

281 罗芳 讲师 否 刘娣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习英语设计方案

282 罗芳 讲师 否 谢娜 韩版潮流衣服跨进电商推广方案

283 罗芳 讲师 否 戴格格 江西格阁服装进出口公司外贸谈判业务流程设计方案



284 罗芳 讲师 否 黄婷 湖南大学第一幼儿园英语教学设计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