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 姓名 项目 备注

大数据19-本3班 卢陈浩 罗燕妮 杨昊达 杨瑞琴 1分

大数据19-本4班
凌传洁 李雪华 陆俊杰 方云

韦武贝
1分

大数据19-本5班 梁洪海 1分

新媒体19-本2班 排洪斌 苏燕萍 张书齐 1分

大数据20-本1
覃宁欣 程钰倩 陈俊龙 王自成
蓝李萍 黄秋烨 陈剑荣 罗余

1分

大数据20-本2
凌应淳 梁妙华 梁国松 李振业
唐茂钧 黄玥珺 邱龙君 陈晟

蒙俊毅
1分

大数据20-本3
谢棋 韦佳欢 潘俐伶 陈柱 唐霞
陈玉莲 曾文麒 李炳松 莫格格

许林波 陆万锋 陈柱
1分

大数据21-本1

莫焕林 覃琳雅 蓝培义 区立鸿
蒙耀康 覃建委 施玟 杨富泽

廖坤东 梁壬萍 余承振  黄华凤
胡柱清  莫祖君 陆嘉俊 甘慧静
陈建璋  胡安凯 冯荣涛 黄汉平
黄凯健 何福伟 张红涛 罗雅静
杨凯鹏 韦俊宁 谢大明 王晓鹏

张敏

1分

大数据21-本2

熊潇贤 王乔仡 何东 王宝哲
谢永莹 刘文昌 李建展 梁成

李福豪 林春盛 黄理华  莫文珊
龚少杰 杨淇茵 庞人辉 罗福冠
廖元琦 彭程 范柳婷 梁日豪

曾晓蕾 张萍珍 蒙定伦 黄振大
黄圣德 梁慧艳

1分

新媒体21-本1班

刘吴允晞 吴文萱 龙家兴 李乾善
陈涛 吴雨 卢祉晔 曾国宁 容艳
梁发娟 梁其洪 王清敏 邹坤和
黄永杰 李婧慧 陈钦 周荣福
韦曦霞 邓展 黄金依 杨杉杉

游越鑫

1分

大数据21-1班

林家源 李艺博 唐天 戴伟 巫国东
黄鹏龙 黄世国 邹颖东 林焜

廖静雯 吴子旭 彭富祥 黄明宾
蓝晶 邓小明 朱芮椿 刘发龙 黄佳

李艺博 兰振钢

1分

大数据21-2班

翟仔宸 张亢 高天鸿 黄子桂
杨运永 梁晓盛 覃梓灿 陈锋
冯泽敏 何建贵 黄锦坤 龙扬
欧阳成 谭盛 杜国清 李瑞

1分

网营21-1班
邱天 张兴辰 马梦晨 班克尉

陈星星 唐淇彬 梁芳超 庞丹林
覃春意 吴云唯  韦家旺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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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营21-2班

杜晓雯 陈昱龙 陈雨 金吉伟
白家宁 周华黎 徐怡霏 容文秋
李年枝 莫雪桃 陈燕薇 黄志科

王育志

1分

数媒21-1班

尹小宇 郗艳晴 周佳敏 黄乐慧
陆芝岚 何梦斯 黄桦钰 廖秋雪

梁良 黄霖 梁洁仪 罗玉叶 马诗然
王健平 田桂珍 陈柃汐

1分

数媒21-2班
郭石头 梁宗熙 陈金霞 林子钰
卢登标 黄家豪 黎冬秋 李滨琪

1分

数媒21-3班 贾迪 徐琦 陈承妹 蔡镕婷 欧铁怡 1分

计应21-1班
毕家成 林钰杰 朱荥 邓可迪
韦嘉明 覃佳航 韦林 李青云

1分

计应21-2班
李志强 梁明栋 廖丽萍 罗荣星

赵庭俊 黄欣 杨晨奕
1分

计应21-4班
蒋嘉慧 李淑萍 洪文霞 廖秀娟

朱思洁 肖思媛 郭柏柯
1分

网络21-1班

张月 陈鑫涛 黎家圣 陆理 蒋永珍
莫春林 冯克浩 廖仲店 秦胜焕
黎清珍 宁文烨 钟文康 罗安涌
陀彬瑜 李彩娜 王超龙 覃永记
李泓瑾 马林 陈宇 安多杰尚

1分

网络21-2班

赵长淼 杨玲媚 覃华斌 黄圣华
梁志航 蓝萍 杨帅 韦文青 黄开艺

韦芳敏  周国涛 韦登  严必果
王渊

1分

环艺21-1班
张钧昊 孙璐瑶 连新雨 韦欣钰
梁海宇 关怡宁 吴小环 罗茜琳

1分

环艺21-2班

朱玉玲 陈欣怡 谭钰锟 王双权
周靓 赵楚佳 黎秀莉 覃敏兰

韦素清 吕秋媛 莫淑媛 李静宁
刘臻慧  王译婵 谭慧 张海成 徐辉

1分

迎新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