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 2019 年“圆梦计划”财政资助 

学员名单 2 

 

一、湖南大学 115 人（咨询电话：0755-2222555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冯明敏 专升本 车辆工程(专本) 520536056001 

2 刘繁 专升本 车辆工程(专本) 520536056004 

3 孙凯锋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01 

4 钟华荣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04 

5 甄劲坤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08 

6 李力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13 

7 卢文彪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23 

8 饶重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27 

9 宁梁坤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31 

10 陈庆灯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34 

11 谭柯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2056040 

12 肖晓杰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专本) 520514056011 

13 李莎莎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专本) 520514056012 

14 黄巧艳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专本) 520514056018 

15 杨仕仲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专本) 520514056020 

16 卢楷佳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专本) 520514056023 

17 付可泉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02 

18 邓刘枧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04 

19 李文生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14 

20 崔旭柯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21 

21 卢丹丹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22 

22 熊礼琴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26 

23 苏瑞丹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27 

24 龙露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28 

25 范英杰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29 

26 严雁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30 

27 甘建泽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32 

28 卢建精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36 

29 苏瑞媚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37 

30 李晓彬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38 

31 蒋陶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39 

32 李康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40 

33 巫翠平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41 

34 谢耿思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42 



35 陈东科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45 

36 王仲麟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48 

37 郝永平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49 

38 曾丹枫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51 

39 吕忙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54 

40 廖元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60 

41 王廷峰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62 

42 刘清 专升本 法学(专本) 520511056066 

43 梁瑶 专升本 工程管理(专本) 520503056001 

44 张娉婷 专升本 工程管理(专本) 520503056006 

45 吴伟湖 专升本 工程管理(专本) 520503056011 

46 张广明 专升本 工程管理(专本) 520503056015 

47 许佳鑫 专升本 工程管理(专本) 520503056017 

48 戴夏 专升本 工程管理(专本) 520503056023 

49 周瑶 专升本 工商管理(专本) 520504056027 

50 何炎 专升本 工商管理(专本) 520504056039 

51 陈彦延 专升本 工商管理(专本) 520504056043 

52 李傲 专升本 工商管理(专本) 520504056065 

53 李燕燕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本) 520508056002 

54 毕梦颖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本) 520508056004 

55 李俊清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本) 520508056006 

56 彭秀成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本) 520508056007 

57 阮琪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本) 520508056009 

58 罗艳姣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本) 520508056011 

59 曾晓舟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01 

60 王军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04 

61 丁红艳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33 

62 戴瑞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43 

63 李婷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48 

64 丘风清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58 

65 王小琴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62 

66 李琳 专升本 会计学(专本) 520506056077 

67 王洪波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6056001 

68 舒元茂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6056004 

69 赵婧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6056019 

70 黄喜禄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6056024 

71 林飞雄 专升本 工程管理(专本) 520516056029 

72 张耸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本) 520516056030 

73 王珅莹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01 

74 张建文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02 

75 梁进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04 

76 陈小玲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06 

77 陈昌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15 



78 吴承维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25 

79 万浩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26 

80 刘泽富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31 

81 吴雨晴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32 

82 刘鑫慧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34 

83 唐蝶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38 

84 梁志祥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39 

85 杨江权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46 

86 丁兴财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53 

87 杜旭斌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本) 520501056054 

88 郭夏蕾 专升本 土木工程(专本) 520510056010 

89 吴丹莹 专升本 金融学(专本) 520507056006 

90 曹会会 专升本 金融学(专本) 520507056007 

91 何勇华 专升本 软件工程(专本) 520502056005 

92 熊江宇 专升本 软件工程(专本) 520502056008 

93 文小威 专升本 软件工程(专本) 520502056010 

94 郑园 专升本 软件工程(专本) 520502056013 

95 洪俊雄 专升本 软件工程(专本) 520502056018 

96 江国明 专升本 软件工程(专本) 520502056020 

97 何圳伟 专升本 土木工程(专本) 520513056005 

98 刘伟华 专升本 土木工程(专本) 520513056010 

99 温群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01 

100 马敏华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03 

101 黄英健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04 

102 冯凤婷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05 

103 林雅雯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08 

104 谢仙远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13 

105 刘梦舟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15 

106 姜花玲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22 

107 朱小川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28 

108 谭慧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30 

109 林泽伟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32 

110 朱结鹏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33 

111 魏振通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34 

112 潘家富 专升本 新闻学(专本) 520509056037 

113 黄亚辉 专升本 行政管理(专本) 520505056012 

114 沈金明 专升本 行政管理(专本) 520505056016 

115 柴林娟 专升本 行政管理(专本) 520505056017 

 

二、湘潭大学 76 人（咨询电话：0755-82095373）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录取专业 学号 

1 边念 专升本 广告学 201911676 



2 曾海燕 专升本 行政管理 201912787 

3 曾桁泽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1911677 

4 陈单华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1912103 

5 陈土寿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1912517 

6 陈惜吝 专升本 艺术设计学 201912412 

7 陈晓雯 专升本 广告学 201909549 

8 程小雨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1912557 

9 邓兰兰 专升本 生物工程 201909670 

10 付桂云 专升本 会计学 201911873 

11 付海萍 专升本 法学 201911723 

12 付娟 专升本 会计学 201911870 

13 龚春利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1908987 

14 郭慧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1912579 

15 何维妮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1911585 

16 洪培新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1909131 

17 黄伟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301 

18 黄旭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1911036 

19 黄远思 专升本 广告学 201909253 

20 蒋剑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1909270 

21 李丹 专升本 英语 201912411 

22 李娜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1910882 

23 李思健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1911040 

24 李婷婷 专升本 英语 201911276 

25 李婉蓉 专升本 英语 201911022 

26 李娅军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1908983 

27 梁海平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1908982 

28 林秋萍 专升本 法学 201911720 

29 刘东辉 专升本 公共事业管理 201912134 

30 刘发钦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2126 

31 刘洋 专升本 广告学 201909262 

32 刘宇星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2542 

33 龙威明 专升本 行政管理 201912793 

34 龙文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1909269 

35 卢木兴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1908966 

36 罗俊超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09106 

37 罗勇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1912629 

38 梅琴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2537 

39 米桥珍 专升本 金融学 201911703 

40 欧正雄 专升本 艺术设计学 201911288 

41 潘方刚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12914 

42 潘丽 专升本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1909266 

43 区锦玲 专升本 英语 201912558 

44 冉渊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2539 



45 任家乐 专升本 英语 201909259 

46 石圆圆 专升本 英语 201909263 

47 舒小燕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1912556 

48 宋仿坤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11295 

49 宋雅玲 专升本 生物工程 201911989 

50 苏显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08975 

51 汤婉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1912106 

52 唐国庆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12916 

53 汪虹飞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12795 

54 王超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1912553 

55 王娜云 专升本 英语 201911673 

56 王维文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909838 

57 王喜林 专升本 会计学 201911016 

58 王艳红 专升本 软件工程 201909966 

59 魏彪 专升本 英语 201911675 

60 魏文春 专升本 金融学 201911708 

61 魏媛媛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1912388 

62 文宁兴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1912445 

63 吴节政 专升本 安全工程 201912770 

64 吴燕华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911991 

65 熊润泽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1912105 

66 熊晓亮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912908 

67 许桃艳 专升本 公共事业管理 201912127 

68 杨莉莉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1911039 

69 袁慈慧 专升本 财务管理 201912839 

70 翟日龙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1911042 

71 张波 专升本 英语 201912419 

72 张玉莉 专升本 会计学 201911871 

73 赵晓普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01911586 

74 朱尚鸿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1909240 

75 朱诗求 专升本 电子信息工程 201909129 

76 邹小露 专升本 艺术设计学 201912414 

 

三、华东交通大学 31 人（咨询电话：0755-8397555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专业 学号 

1 梁小波 专升本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202731130107 

2 林华帝 专升本 交通工程 20202731140104 

3 项振海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16 

4 张白雪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06 

5 张炜杰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18 

6 邹浩 专升本 交通运输 20202731430123 

7 黄君霞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2731490109 



8 刘云龙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2731490108 

9 周海港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05 

10 黄振平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25 

11 饶亮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2731610104 

12 吴臻梅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2731610110 

13 张明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2731240110 

14 郭亚兰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07 

15 何送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2731450110 

16 田祥伟 专升本 交通运输 20202731430104 

17 金辉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2731240102 

18 韦廷干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2731450111 

19 周敬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2731490113 

20 康佳蕾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22 

21 萧怡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202731450109 

22 刁美玉 专升本 交通运输 20202731430105 

23 段横真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2731240104 

24 把玉龙 专升本 交通运输 20202731430106 

25 周勇 专升本 交通运输 20202731430128 

26 舒思晨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02731610107 

27 吴森文 专升本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20202731130108 

28 赵俊阳 专升本 车辆工程 20202731280107 

29 冯红运 专升本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20202731220121 

30 刘桂涛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02731240103 

31 黄淼林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202731490105 

 

四、广东财经大学 110 人（咨询电话：0755-22212435） 

序号 姓名 录取层次 专业 学号 

1 蔡华劲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26 

2 曾小芳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61 

3 常海宾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52 

4 陈碧影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38 

5 陈建 高升专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26 

6 陈婷 高升专 会计学 2053014511088 

7 陈玉梅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52 

8 程功财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21 

9 邓伟苹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10 

10 丁剑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59 

11 丁焱华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50 

12 董春霞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14511060 

13 冯阳 专升本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30 

14 冯中钰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06 



15 辜海龙 高升专 电子商务 2054104511010 

16 辜兴建 专升本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04 

17 郭凯彬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06 

18 郭少玲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20 

19 郭燕恋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14 

20 郭燕平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43 

21 郭元波 高升专 工商管理 2053024511018 

22 何南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38 

23 何文杰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54094511024 

24 胡沅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12 

25 黄陈聪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53034511030 

26 黄冬妮 高升专 经济学 2054094511011 

27 黄家容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68 

28 黄立强 高升专 工商管理 2053024511017 

29 黄敏清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02 

30 黄培芯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40 

31 黄平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64 

32 黄思恺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54094511021 

33 黄晓佳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47 

34 黄亚燕 高升专 人力资源管理 2053034511020 

35 蒋观兰 高升专 金融学 2053064511015 

36 金丽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24 

37 赖瑞凤 高升专 会计学 2053014511080 

38 兰庆国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53024511037 

39 黎浩 专升本 金融学 2053064511012 

40 李节宏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03 

41 李俊玲 高升专 会计学 2053014511001 

42 李林峰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38 

43 李祥 高升专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10 

44 李秀英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37 

45 李燕纯 高升专 工商管理 2053024511030 

46 李玉芳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55 

47 李长深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05 

48 梁金学 专升本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05 

49 廖玲玲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35 

50 廖强斌 专升本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23 

51 刘成琴 高升专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12 

52 刘红桃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25 

53 刘嘉伟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53034511010 

54 刘丽勇 专升本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50 

55 刘培珍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25 

56 刘三月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41 

57 刘双霞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44 



58 罗敏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55 

59 罗艳 专升本 电子商务 2054104511006 

60 马浩森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23 

61 毛小平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35 

62 缪金峰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11 

63 牛孟 高升专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14 

64 欧阳平辉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28 

65 庞志斌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45 

66 彭惠玲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11 

67 秦小念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22 

68 秦雪芝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30 

69 邵杰 专升本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25 

70 石国成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42 

71 苏楠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34 

72 覃开新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58 

73 汤财业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27 

74 汤国钦 高升专 工商管理 2053024511024 

75 王明惠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54094511025 

76 王钰凤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37 

77 魏豪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33 

78 吴海鑫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10 

79 吴思焱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01 

80 吴雪弦 高升专 会计学 2053014511019 

81 吴泽锋 专升本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21 

82 夏良 高升专 会计学 2053014511029 

83 肖小玲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15 

84 谢浩凯 专升本 经济学 2053064511016 

85 谢丽敏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58 

86 谢文婷 高升专 会计学 2053014511054 

87 熊巍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17 

88 徐玲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14511063 

89 颜小兵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54094511023 

90 阳关飞 专升本 工商管理 2053024511036 

91 杨俊利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11 

92 杨昆铃 专升本 经济学 2053014511067 

93 叶巧燕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68 

94 叶琴琴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53 

95 叶志强 高升专 金融学 2053064511011 

96 尹艳桂 专升本 会计学 2053014511065 

97 余丽云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73 

98 余喜妹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21 

99 詹润聪 高升专 金融管理 2064274511019 

100 詹煜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20 



101 张鼎成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46 

102 张金玲 高升专 工商管理 2053024511022 

103 张礼娥 专升本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36 

104 张永磊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2064024511020 

105 郑灿城 高升专 金融学 2053064511009 

106 郑可涵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2053034511036 

107 周圆霞 专升本 会计 2064014511054 

108 朱莉芳 高升专 会计 2064014511048 

109 卓健标 高升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064124511040 

110 卓美荃 高升专 市场营销 20640845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