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⒛17年院内专升本拟录取学生名单公示

2017年专升本工作按照省教厅川教函[2017]182号文件精神以及学院专升

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过学生报名,资格审核,学院组织专升本考试,根据

录取原则,确定出今年专升本拟录取的学生名单,现予以兮示,公示期郊 天。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学院纪委(电话:∞⒏司71⒛10D

具实名反映,录取名单最终以四川省教育厅审批后为准。

附:⒛17年院内专升本拟录取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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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7年院内专升本拟录取学生名单

一、应用英语

学号 姓名 拟升本专业 备注

1414130625 黄妍唏 英语

1414130867 胥闯 英语

1414131300 冯威 英语

1414130931 徐浩淞 英语

1414131010 罗文倩 英语

1414130980 李莹 英语

1414131301 邓春蕾 英语

1414131308 罗金蓉 英语

1414131105 傅竹 英语

1414130757 肖文洁 英语

1414131320 晏扬 英语

1414131135 罗馨雨 英语

1414131246 潘虹蝶 .英语

1414131353 定茎阳阳 英语

1414130737 何依霖 英语

lqtqteoaft 杜昀星 英语

江 1414131147 李娅君 英语

1耳14131347 段学勤 英语

1414130843 牛馨 英语

14141309日2 陈奕汐 英语

1414131112 李艳萍 英语

1414131174 童杨 英语

1414131205 何丽娟 英语

1414130869 李钦浩 英语

1414131121 杨洋 英语

1414日31119 邱思思 英语

1414131281 卢慧娇 英语

1414131214 秦川 英语

1414130659 文刂浔睿禾刂 英语 / `
1414130940 陈馨然 唰 八宀扒
1414130609 李涵 芽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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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30904 杨林昊 非豇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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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拟升本专业 备注

1414131317 李丽 英语

1414131333 毛婷 英语

1414130899 曹研哲 英语

14刊4130838 张宇翔 英语

1414130794 周敏 英语

1414130930 颜威 英语

1414130653 马香菱 英语

1414131245 李仪碹 英语

1414131238 宋雨超 英语

1414131161 杜颖 英语

1414131096 蒋银杉 英语

1414130954 赵婉君 英语

1414130749 张若雪 英语

1414130648 周弋槟 英语

1414130921 汪彦池 英语

1414131016 吴丽华 英语

1414130995 代京 英语

1414130811 黄王可日青 英语

1414130989 郭佳丽 英语

、  1414130698 李思熠 英语

+噼14130852 王若雪 英语

1414131200 瞿懿君 英语

二、应用日语

学号 姓名 拟升本专业 各注

1414230489 陈雪薇 日语

1414230459 周晓霞 日语

1414230515 金琴 日语

1414230510 朱萍 日语

三、应用德语

学号 姓名 拟升本专业 备注

1414330182 何晶莉 德语

1414330229 姜奕竹 德语

冂414330237 赵俊捷 德语 丿

1414330215 赖琴 德讠影G电 聿〃`
1414330197 陈柳 蝌

'飞
醒^

1414330262 陈凤 潦 r ⒒
1414330180 林雨霄 徘晚 汛

炅舻冫



四、应用法语

学号 姓名 拟升本专业 备注

1414530340 王藜颖 法语

1414530269 邓海伦 法 语

1414530321 骆丹 法语

1414530298 纪蕊 法语

1414530289 罗敏 法语

1414530327 刘晨婕 法语

1414530306 李楠 法语

五、应用西班牙语

学号 姓名 拟升本专业 备注

1414430604 袁佳莉 西班牙语

1414430576 龚晗 西班牙语

1414430578 刘人瑜 西班牙语

1414430570 罗倩 西班牙语

1414430531 高越 西班牙语

1414430536 雷悦炜 西班牙语

六、应用韩语

学号 姓名 拟升本专业 备注

1414730357 郭锦艳 朝鲜语

.:: u14730386 黄然 朝鲜语

1414733789 何雪婷 朝鲜语

1414730377 郭颖 婀 λ
1414730421 陶静

删

J 犭

键 λ
1414730425 孟政捷 力 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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