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大学生源地为湖北的2020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拟发放名单
（公示时间2020.7.6-2020.7.9，如有疑问可致电0592-6160358）

序号 学院 姓名 学号 生源所在地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郭武 1614171008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

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雷永春 1614171014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

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耀祺 1614161032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浩东 1614151004 湖北省随州市淅河镇兴建村

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邓旭庚 1614151008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

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沛 17011081003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

7 法学院 蔡含章 1617111001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8 法学院 丁麒麟 17014030026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

9 法学院 杨柳 17013030021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

10 法学院 胡鑫鑫 1617113016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11 法学院 唐桀 17014030011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

12 法学院 王炜东 1617111022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

13 法学院 徐灿雄 17014030042 湖北省武穴市大金镇

14 法学院 朱园伟 1617113042 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

15 工商管理学院 陈银霜 17014120008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西荆河村5组

16 工商管理学院 黄小力 1616112028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17 工商管理学院 李娟 1616121015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

18 工商管理学院 吴蓉 17014120038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瞿家湾镇

19 工商管理学院 蔡静康 1616311001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20 工商管理学院 黄进军 1616411009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

21 工商管理学院 孙瑜鸿 1616212039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22 工商管理学院 王雪 1616121043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大河镇

23 工商管理学院 徐虎 1616141054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

24 工商管理学院 胡婉君 1616411008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

25 工商管理学院 陈君丽 1616111008 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

26 工商管理学院 李婧 1616411015 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舞阳坝街道

27 工商管理学院 黄义竣 1616312913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28 工商管理学院 吴铭杰 1616411032 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革勒车镇

29 工商管理学院 杜静 1616211006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

30 工商管理学院 王新世宇 1616141045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31 工学院 梁高博 17013084001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

32 工学院 汪泰伸 17014084012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33 国际学院 李凌冰 1624141007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34 国际学院 朱子康 1624141022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35 国际学院 曾泽原 1629111034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36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陈乾 1611111006 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



37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李健华 1611121015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38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陈立洋 1611122006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开发区

39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彭慧婷 1611122035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

40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郭远顺 1611141006 湖北省荆州市石首市

41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陈奕涵 1611211005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42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邓涵 1611212007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

43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周亮 1611303060 湖北省仙桃市沙嘴办事处

44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万思远 1611311122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45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罗涛 1611312119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

46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余家华 17013070061 湖北省利川市

47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刘庆 17013080021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48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潘裕 17013080026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

49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宋轩 17013080028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50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蔡园园 17014080001 湖北省潜江市

51 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胡奔 17014080008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52 建筑学院 金航 1513131004 湖北省仙桃市

53 建筑学院 刘思佳 1513131012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

54 建筑学院 柳寒珂 1513111025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

55 建筑学院 沈超南 1513111028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56 建筑学院 徐升 1412312032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57 建筑学院 董晓梅 17014085004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58 建筑学院 王青 17014085030 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

59 经济与金融学院 马伯阳 1624311025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

60 经济与金融学院 王希宇 1619112024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61 经济与金融学院 刘亚洲 1624312029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

62 经济与金融学院 程芓晴 1624113007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汉丹路

63 经济与金融学院 唐倩 1614171026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64 经济与金融学院 马彩娟 18014020020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
65 经济与金融学院 崔地红 18014020007 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
66 经济与金融学院 张曼 17013020028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
67 经济与金融学院 胡剑 18014020010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

68 旅游学院 曾惠林 1623111031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69 旅游学院 杨梦湲 1623111030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

70 旅游学院 蔡颖欣 1623161002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市

71 旅游学院 文乔君 17013121016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72 旅游学院 朱尧 17013121025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

73 旅游学院 杨钦钦 17011121006 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

74 数学科学学院 白诗慧 1621111001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

75 数学科学学院 赵培君 1617112039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

76 数学科学学院 杨诗杰 1621111047 湖北省仙桃市郭河镇

77 体育学院 马春银 17014040011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78 体育学院 刘琳 17014040009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79 外国语学院 熊小翠 18014052029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



80 外国语学院 赵晚霞 1619113032 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

81 外国语学院 朱安琪 18014052038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82 外国语学院 张卉 18014052036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刘河镇

83 外国语学院 潘园 18014052020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

84 外国语学院 乐冰竹 1619213013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85 外国语学院 杨方荣 1619111032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

86 外国语学院 聂王瑶 1619211018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87 外国语学院 赵丽丽 1619121034 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

88 外国语学院 孙红婷 18014052023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

89 外国语学院 肖霄 18014052027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

90 外国语学院 聂珊 18014052019 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县

91 外国语学院 刘婉霞 18014052018 湖北省天门市彭市镇

92 外国语学院 袁萍 18014052035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93 文学院 刘冀如 1618112024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94 文学院 余鑫馨 1618111050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95 文学院 王雯雯 1618111039 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

96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陶文冲 17014053020 湖北省仙桃市

97 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苒苒 17014053010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98 新闻与传播学院 史鸣 17014053017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99 新闻与传播学院 喻仪 17014053025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

100 新闻与传播学院 周永金 17014053032 湖北省潜江市积玉口镇

101 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逸 1618131024 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

10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谢闯 1615211040 湖北省天门市仙北工业园区

10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石云琪 1615321017 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

10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政 1615211048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10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廖泽俣 1615321005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

106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白云天 1615251001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

107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尚世文 1615212033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108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庄少令 1615251042 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

109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陈田东 1615311005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

110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凯婷 17013082018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

11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彭雪康 17013082020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112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周孟欣 17014082029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

113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方定邦 17014082020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

11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彭湖湾 17013082019 湖北省仙桃市市辖区

115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波 17013082047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

116 医学院 刘艳君 17014071012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市

117 医学院 汪赛 17014071014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

118 医学院 孙雨晴 17013071024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119 医学院 刘秋阳 1634111020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

120 医学院 李景怡 1634111016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121 医学院 梅仁杰 1634112018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

122 医学院 龚尚明 1634112005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

123 医学院 吴雅琴 17014071015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

124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陈进 1627101005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125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王佩 17013010010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团陂镇

126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叶嘉琪 1627101046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12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蔡敬年 1625141001 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



12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博 1625121016 湖北省蕲春县刘河镇

12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郭成琳 1625141012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13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雅婷 1625171011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13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张红 1625141047 湖北省孝昌县王店镇

13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伍运昱 1625141039 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

13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骆新宇 1625122024 湖北省恩施市

13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熊祯 17013083013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13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童俊成 17014083017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13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邱磊 17014083012 湖北省十堰市房县

13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杰 17013083007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

13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杨定康 17013083024 湖北省随州市随县

1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孙偲 17014083015 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鄢城区

140 化工学院 张杰 17011087013 湖北省沙洋县

141 化工学院 胡超逸 17013087011 湖北省仙桃市

142 化工学院 胡娴 17013087012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

143 化工学院 蔡文锐 17013087027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

144 化工学院 胡登峰 17013087029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

145 化工学院 毛聪 17013087035 湖北省天门市

146 化工学院 王庆帅 17013087041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147 化工学院 范超春 17014087001 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

148 化工学院 莫雯倩 1626221025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149 化工学院 刘洵 1626421019 湖北仙桃

150 化工学院 江荣成 1626312012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

151 化工学院 王韩 1626312024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

152 化工学院 唐雨 1626211021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

153 土木工程学院 李卓 1612212023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154 土木工程学院 艾静怡 1612114001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

155 土木工程学院 彭峰 1612113028 湖北省荆州市洪湖市

156 土木工程学院 彭一达 1612211040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157 土木工程学院 胡慧娟 17014086009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

158 土木工程学院 高歆雨 17014086006 湖北省仙桃市沙嘴街道

159 土木工程学院 骆名杰 17014086022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

160 土木工程学院 唐任重 1612114031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

161 土木工程学院 杨倩 1612311027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

162 土木工程学院 朱侠 1612111044 湖北省恩施市新塘乡

163 土木工程学院 谢戈 17014086033 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

164 土木工程学院 肖聪 1612115032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165 土木工程学院 王浩然 1612312028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

166 土木工程学院 丁金鹏 1612112010 湖北省潜江市运粮湖管理区

167 美术学院 胡雪煜 1620231010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168 美术学院 安晗 1620141001 湖北省钟祥市旧口镇罗集街道

169 美术学院 谭依霞 1620123019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

170 美术学院 侯璐璐 1620123007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171 美术学院 阮彦 1620142033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



172 美术学院 魏蜀东 1620142043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173 美术学院 方楚恒 1620142008 湖北省荆门市漳河新区

174 美术学院 曹煜晞 1620141005 湖北省恩施市

175 美术学院 周晓辉 1620122033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176 美术学院 胡思捷 1620122006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

177 美术学院 王梓璇 1620231027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178 美术学院 刘帅志 1620121018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179 美术学院 陈诗琦 1620231003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180 美术学院 江珺瑶 1620121010 湖北省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天门市

181 美术学院 张文玥 1620132034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182 美术学院 但黎钰 1620132005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

183 美术学院 叶海瑞 1620132032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县

184 美术学院 张颖 17014130012 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

185 美术学院 方耀 1620131007 湖北省汉川市

186 美术学院 郭梓琪 1620131009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187 美术学院 董尚存 1620231007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

188 美术学院 张毓宁 1620131036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翔凤

镇凤中路

189 美术学院 李巧雷 17014130006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190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侯洪路 1622161011 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坝镇

191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刘柳琳 1622141024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

192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邹凡 1622161048 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

193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吴霜 1622161036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

194 国际关系学院 任莲慧 1635111020 湖北省洪湖市

195 国际关系学院 何艳 1635111008 湖北省巴东县

196 国际关系学院 曾雨心 1635111035 湖北省武汉市

197 华文学院 董旭 169811201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

198 华文学院 黄恣岑 1698111014 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沙道观镇

199 华文学院 汪晓靖 1698111028 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

200 华文学院 谢宜修 17014041023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201 华文学院 尹思逸 17014041026 湖北省仙桃市（省直辖县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