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春季转专业名单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 转出专业 转入专业 转入班级

1 聂双盈 202013235934 会计20359 会计 动物医学 动医20316

2 罗元礼 202023630418 智控20304 智能控制技术 动物医学 动医20316

3 吕梦兰 202023630351 智控20303 智能控制技术 软件技术 软件20369

4 蔡罗沙 202023630305 智控2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 移动20332

5 蔡单 202023331218 电气20312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汽修20362

6 邓灵霞 202013236201 会计20362 会计 动物医学 动医20317

7 易经瑶 202023438618 一体化20386 机电一体化技术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20339

8 段鹏 202013236213 会计20362 会计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气20311

9 蒋振扬 202023438512 一体化20385 机电一体化技术 旅游管理 旅游20321

10 胡颂明 202023630442 智控20304 智能控制技术 物流管理 物流20351

11 陈永康 202023630421 智控20304 智能控制技术 电子商务 电商20359

12 邓思琪 202023630325 智控20303 智能控制技术 会计 会计20357

13 陈梦诗 202023630318 智控2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电子商务 电商20360

14 屠金玲 202023630332 智控2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电子商务 电商20363

15 金艺慧 202025532006 空乘20320 空中乘务 旅游管理 旅游20321

16 唐博文 202023630307 智控20303 智能控制技术 动物药学 动药20304

17 张沁怡 202013235707 会计20357 会计 畜牧兽医 牧医20348

18 罗宇湘 202020339528 模具20395 模具设计与制造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20339

19 曾祥凯 202023630440 智控20304 智能控制技术 空中乘务 空乘20321

20 谢深欣 202022830755 农装20307 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新能源20307

21 丁维嘉 202025532010 空乘20320 空中乘务 建筑室内设计 室内20318

22 陈子豪 202012234905 园艺20349 园艺技术 园林技术 园林20388

23 彭书娴 202012330103 植保20301 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 动物医学 动医20319

24 杨越 202025532126 空乘20321 空中乘务 建筑室内设计 室内20318

25 赵闲 202012139043 园林20390 园林技术 动物医学 动医20319

26 刘佳 202012234935 园艺20349 园艺技术 园林技术 园林20391

27 姚依明 202012631719 种子20317 种子生产与经营 软件技术 软件20371

28 吴正午 202011631218 宠护20312 宠物养护与驯导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机制20362

29 李丹 201913634753 物流19347 物流管理 旅游管理 旅游20320

30 申灏 202012138817 园林20388 园林技术 园艺技术 园艺20350

31 郭慧成 202012631725 种子20317 种子生产与经营 畜牧兽医 牧医20348

32 徐千惠 202012631817 种子20318 种子生产与经营 移动应用开发 移动20336

33 邓霜 202013635243 物流20352 物流管理 会计 会计2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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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马韵梅 202013136048 电商20360 电子商务 动物医学 动医20320

35 赵佳 202012631716 种子20317 种子生产与经营 电子商务 电商20364

36 周艺丹 202014134817 计应20348 计算机应用技术 会计 会计20361

37 陈俊融 202012930801 休农20308 休闲农业 种子生产与经营 种子20317

38 毛羽萱 202023531604 机器人20316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子商务 电商20364

39 陈清平 202012631720 种子20317 种子生产与经营 会计 会计20362

40 陶毅 202011431118 动检20311 动物防疫与检疫 畜牧兽医 牧医20349

41 叶彬 202011631304 宠护20313 宠物养护与驯导 园林技术 园林20391

42 曹宏章 202020433703 数控20337 数控技术 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 绿检20309

43 刘卿 202014633415 移动20334 移动应用开发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贸20340

44 叶静文 202023630424 智控20304 智能控制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 移动20335

45 刘妮 202023630408 智控20304 智能控制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 移动20335

46 李泉成 202023630344 智控20303 智能控制技术 移动应用开发 移动20337

47 丁伟健 202013235801 会计20358 会计 动物医学 动医20320

48 李原吉 202013235931 会计20359 会计 畜牧兽医 牧医20349

49 文聪 202015232106 旅游20321 旅游管理 会计 会计20362

50 谭娅丽 202015232131 旅游20321 旅游管理 动物医学 动医20317

51 李逸婧 202013235736 会计20357 会计 动物医学 动医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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