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老师姓名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学生班级 选题名称
朱敬知 201702133110 罗翠 会计1701 长沙市设康建筑有限公司 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27 陈慧敏 会计1701 锋佳机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1 陈玲 会计1701 多乐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7 戴猷娜 会计1701 长沙锦禾制造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28 周敏 会计1701 湖南rero服饰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5 喻雨红 会计1701 湖南兴起办公家具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

朱敬知 201702133108 彭真 会计1701 广州衣熙服装有限公司管理费用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30 谢桂花 会计1701 湖南风华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朱敬知 201702133111 唐人俐 会计1701 湖南莱恩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王频 201702133104 彭俊丽 会计1701 广东旺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41 向姣姣 会计1701 瑶媛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33115 曾飞艳 会计1701 长沙达旺达家具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7 谢慧湘 会计1701 漆鑫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王频 201702133106 彭春玉 会计1701 湖南连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管理优化方案

王频 201702133103 李紫燕 会计1701 广州行星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1 张佳璐 会计1701 湖南松花玻璃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8 彭思静 会计1701 湖南吉星家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2 李仪嘉 会计1701 加一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9 李涛涛 会计1701 湖南桃幺服装有限公司原材料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20 洪晨雨 会计1701 湖南辰浴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3 郭琴 会计1701 湖南果巴便利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王频 201702133102 李双慧 会计1701 湖南宝安鞋业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8 任乐尤 会计1701 兴博友服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40 刘文欣 会计1701 湖南椿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34 向敏辉 会计1701 湖南芙洺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21 岳苗 会计1701 湖南筱朝电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邹敏 201702133122 李赛群 会计1701 龍群家电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24 朱彬 会计1701 湖南朱迪体育用品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25 陆新如 会计1701 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设计

刘意文 201702133126 陈睦 会计1701 深圳美力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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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璐明 201702133136 唐臻 会计1701 湖南玺荣航电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5 李巧 会计1701 伊依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33137 王玉娟 会计1701 湖南云芒服装制造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谢璐明 201702133139 陈韶珍 会计1701 湖南橙承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2 何小云 会计1701 云青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刘意文 201702133116 王建韬 会计1701 长沙康和家电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姚伟 201702106143 郑婷婷 会计1702 湖南佳佳服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6139 廖明艳 会计1702 湖南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142 向薛勇 会计1702 北京飞龙电器有限公司采购与付款管理方案设计

谢璐明 201702106109 杨嘉伟 会计1702 湖南乐夫生鲜超市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方案

谢璐明 201702106110 夏佳 会计1702 湖南钱多多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7 龙金卉 会计1702 湖南汇惠发展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谢璐明 201702106111 钟奕欣 会计1702 广州字姝服饰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姚伟 201702106144 谭越 会计1702 骏意佳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姚伟 201702106148 陈奕萱 会计1702 湖南和升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33 余若怡 会计1702 湖南初音琴行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谢璐明 201702106112 叶尚 会计1702 湖南珊瑚批发部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慧敏 201702106134 杨琼 会计1702 长沙六六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慧敏 201702106135 罗玉婷 会计1702 湖南绿谷服装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密 201702106121 董益晖 会计1702 水果小子企业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袁方 201702106113 罗琼 会计1702 湖南千禧服装有限公司扩张筹资方案

姚伟 201702106145 郑楚岚 会计1702 九福祥企业物流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8 何彦慧 会计1702 湖南三木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袁方 201702106115 张春香 会计1702 湖南玖玖电子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46 颜婕 会计1702 恒旺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袁方 201702106118 韩泽平 会计1702 湖南慕烊服装有限公司采购成本费用控制优化设计

袁方 201702106116 尹湘 会计1702 湖南塔尔药业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周密 201702106123 孙成志 会计1702 新化县安远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亚丽 201702106103 张艳 会计1702 帕旗服装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140 陈湘群 会计1702 湖南鹿屿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密 201702106124 曾庆鹏 会计1702 音亿电气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王亚丽 201702106106 汪蕾 会计1702 高升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密 201702106125 汪晶 会计1702 湖南曼宁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袁方 201702106119 陈佳茹 会计1702 益阳金灿装饰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王亚丽 201702106102 蔡婵娟 会计1702 湖南奇立装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127 陈宇蝶 会计1702 阿拉丁连锁超市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姚伟 201702106149 刘燕 会计1702 常德sheep鞋业有限公司筹资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28 戴剑琼 会计1702 湖南凯旋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29 吴游燕 会计1702 嘉兴房地产有限公司项目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吴春平 201702106101 石卓 会计1702 湖南优品卓越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130 王靖 会计1702 英特购物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131 陈新艳 会计1702 湖南恩惠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密 201702106126 谭李丽 会计1702 湖南耐丝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慧敏 201702106137 吕丹 会计1702 湖南安安服饰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132 翟雯霏 会计1702 湖南不辜负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

姚伟 201702106147 周雨欣 会计1702 湖南盛夏服装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优化方案

王亚丽 201702106104 李霞 会计1702 湖南谦友农贸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唐慧敏 201702106138 刘义 会计1702 盛义霖云电脑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周密 201702106122 张粤湘 会计1702 湖南拉凯旺机械公司管理费用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105 粟碧珍 会计1702 湖南爱硕家具有限公司成本费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袁方 201702106117 吴艳 会计1702 木北酒店采购环节供应商选择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141 吴志美 会计1702 天力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42 郑欢 会计1703 新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周宇 201702106241 王丹 会计1703 湖南哈佛石油能源有限公司营运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5 何帅 会计1703 湖南湘星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5 李冰怡 会计1703 湖南阅读花园创意文化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50 李尚美 会计1703 湖南尚品零食有限公司提高盈利能力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6 汤思 会计1703 湖南九华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28 贺芷菱 会计1703 佳宇物流公司差旅费报销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2 刘培 会计1703 湖南饭饭湘餐饮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8 晏乐 会计1703 湖南维盛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6 冯银康紫 会计1703 长沙市桓桦物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5 刘歌 会计1703 佛山云端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7 邱吉澳 会计1703 家康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周宇 201702106240 章紫红 会计1703 长沙正泰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7 朱智媛 会计1703 湖南术禾品牌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8 刘旭泉 会计1703 芬雪莱啤酒有限公司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29 曾萌 会计1703 湖南华友服装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胡军强 201702106213 艾琳云 会计1703 爱璇公司财务内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9 邓子可 会计1703 长沙钢城铜制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10 邓玉婷 会计1703 鸿诺电子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4 戴丽慧 会计1703 深圳永之杰食品公司公司成本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4 范钦云 会计1703 湖南双龙制衣厂生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8 伍志英 会计1703 富盈酒类贸易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7 刘美兰 会计1703 缘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薪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8 李俊 会计1703 湖南佳惠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2 杨文君 会计1703 优博贸易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6 吴湘灵 会计1703 湖南七十二变服装有限公司成本核算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3 毛哲 会计1703 湖南晨曦纸业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11 刘金蓉 会计1703 杭州洛韦森林服装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12 胡琳 会计1703 锦太郎食品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0 曹愉靖 会计1703 燃晚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0 黎云 会计1703 元申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9 赵双军 会计1703 君临糖酒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5 杨柳 会计1703 湖南群丰鲜果有限公司库存现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1 袁敏 会计1703 长沙市金骧实业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3 黄钰 会计1703 湖南芳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4 胡洁 会计1703 湖南星艺建材有限公司应收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39 肖雨晴 会计1703 扬州顺辉纸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3 刘娜 会计1703 长沙瑶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

胡军强 201702106226 陈祎 会计1703 湖南江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往来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3 何奥娟 会计1703 清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周宇 201702106227 樊晓晓 会计1703 湖南康健尔医药制造公司存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6 李佳丽 会计1703 湖南凯德新鞋业公司存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朱敬知 201702106201 何丽 会计1703 长景医药有限公司采购环节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702106249 丁茜 会计1703 长沙县星星生活超市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2 廖胜红 会计1704 莫夯玩具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35 谢玉莎 会计1704 枭徽食品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凌嫦娥 201702106327 谭淑婷 会计1704 湖南兴柯机器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11 楚依洋 会计1704 艾Q烘焙小屋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347 刘小语 会计1704 七七服饰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12 何堃 会计1704 凤凰物流公司固定资产管理方案优化设计

吴利 201702106341 唐小丽 会计1704 天际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13 黄如满 会计1704 长沙欧拓电气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凌嫦娥 201702106321 陈江蕾 会计1704 长沙市东岸建筑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36 颜雅莉 会计1704 佳乐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凌嫦娥 201702106320 李娇 会计1704 顺泰电池制品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38 伍光 会计1704 卡里多超市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10 王路玲 会计1704 湖南德众机械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17 马甲怡 会计1704 峰词电玩城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8 李洁萍 会计1704 上海发展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凌嫦娥 201702106318 霍倩 会计1704 寻觅食品公司原材料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9 马姣 会计1704 湖南同舟模具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04 邓钰 会计1704 超Q超市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2 曾珍 会计1704 湖南宏贸升科技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3 李宇涵 会计1704 湖南宏呈毅电子制造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43 赵腾桀 会计1704 万福超市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06 曹燕 会计1704 金泰有限公司货币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5 王英 会计1704 长沙吃吃吃快餐公司原材料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5 张克昌 会计1704 湖南湘远五金制造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吴利 201702106339 卿煊 会计1704 高杰盛汽车配件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14 阳梦洁 会计1704 凯得机械企业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40 胡叔俊 会计1704 豪天光电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方案

郁春兰 201702106315 蒋志娟 会计1704 上上超市现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46 刘波 会计1704 恒达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凌嫦娥 201702106331 朱小慧 会计1704 揽胜五金公司原材料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4 邓子颖 会计1704 台时电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3 郭甜甜 会计1704 湖南怀化佳佳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16 张玉霖 会计1704 湖南飞宇汽车零部件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郁春兰 201702106307 田青 会计1704 完达山乳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30 时萍 会计1704 恭喜发财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45 曾雯洁 会计1704 莱恩酒店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342 钟小勇 会计1704 欣然体育用品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凌嫦娥 201702106329 罗棋元 会计1704 奥兰多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5 钟钰婷 会计1705 金蚕纺织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702106401 李旺 会计1705 星尔酒店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402 余小燕 会计1705 长民纸业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2 汤学海 会计1705 象新玩具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

吴利 201702106403 倪莹 会计1705 梅笺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436 骆永婕 会计1705 春日化妆品连锁店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04 周小烁 会计1705 湘乡乐连锁超市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435 廖红忠 会计1705 立卉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12 何维 会计1705 三黎五金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3 李娅 会计1705 长沙北一建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438 段碧 会计1705 南方润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06 刘丹 会计1705 长沙恒远机械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437 陈茜 会计1705 衡大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设计

唐顺之 201702106427 孙慧敏 会计1705 湖南新鲜果王连锁水果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1 刘茜 会计1705 Z公司采购成本优化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18 金铭 会计1705 可可里来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444 谢雯娜 会计1705 湖南尚佳服装有限公司采购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31 蔡娟 会计1705 ETT电子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19 邓喜英 会计1705 森木食品有限公司采购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唐顺之 201702106432 朱微 会计1705 西西凌公司存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邹敏 201702106442 刘津 会计1705 深圳魔咖科技有限公司差旅费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3 刘盼 会计1705 T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33 徐冬玲 会计1705 丞星服装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09 陈倩 会计1705 长沙麦克列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0 袁权文 会计1705 卡拉曼达文具有限公司成本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07 童妙玲 会计1705 星依服装有限公司产品成本控制的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1 胡前前 会计1705 罗罗诺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李洁琳 201702106414 高顺 会计1705 苑依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唐顺之 201702106428 李鑫凝 会计1705 新城联昌有限责任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9 莫佳逸 会计1705 新尔酒业有限公司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6 罗姜 会计1705 J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17 彭莎莎 会计1705 湖南天池服装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唐顺之 201702106425 李美莲 会计1705 UK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唐顺之 201702106424 何艳 会计1705 H药业集团库存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唐顺之 201702106434 蒋小婷 会计1705 H超市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李洁琳 201702106405 周金英 会计1705 浪潮时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702106443 杨倩 会计1705 浙江优优佳润鞋业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邹敏 201702106441 杨婷婷 会计1705 建福南达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45 王诗琴 会计1706 湖南惠多多超市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王芳 201702106520 周鸿艳 会计1706 讪讪零售企业货币资金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王芳 201702106519 刘慧 会计1706 湖南新驰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制度优化设计



王芳 201702106501 王礼鑫 会计1706 湖南省芷伊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3 陈慧 会计1706 湖南宝乐有限责任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63091241 王思睿 会计1706 长沙爱华连锁超市存货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32 刘乾 会计1706 长沙卜蜂超市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12 田燚 会计1706 桂花连锁超市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02 全巧霞 会计1706 长沙正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6 刘芳 会计1706 湖南艾米超市库存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41 郑婷婷 会计1706 株洲乐尔乐连锁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09 戴海潮 会计1706 凯瑞贸易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04 余青 会计1706 伊人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8 李媛 会计1706 湖南永英药业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设计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4 刘婧 会计1706 有趣超市库存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05 颜文娟 会计1706 湖南正佳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6 刘静 会计1706 嘉世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流程设计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06 陈丽 会计1706 邵阳立歌有限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17 陶洁 会计1706 上海晶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4 罗月琳 会计1706 四川慧达财务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7 邓玉翠 会计1706 湖南爱扬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08 刘湘 会计1706 美美达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42 林文丽 会计1706 长沙华瑞和酒店原材料库存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13 袁玉婷 会计1706 湖南营安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43 朱佳怡 会计1706 湖南烨然轻奢酒店采购成本控制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18 何晶晶 会计1706 湖南华一茶言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3 陈鑫辉 会计1706 湖南紫晴有限公司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优化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10 肖子茜 会计1706 食物日记餐饮有限公司成本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肖盼希 201702106514 高紫薇 会计1706 天子笑超市库存现金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2 郭晶晶 会计1706 湖南晶伦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15 唐迎 会计1706 长沙哈鲁嗨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优化设计

吴春平 201702106516 李盈 会计1706 网创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38 王焦能 会计1706 湖南霞叶食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29 曾欢 会计1706 湖南伊缘服装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07 杨志达 会计1706 湖南方正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管理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5 高雅 会计1706 湖南惠新服装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39 陈阳 会计1706 湖南银化化纤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35 张贝 会计1706 湖南芊瑞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



梁晨曦 201702106537 王燕 会计1706 湖南快来购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

吴春平 201702106531 柏丽 会计1706 美创公司应收账款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芳 201702106503 贺丽君 会计1706 天天购公司存货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梁晨曦 201702106544 陈倩 会计1706 湖南未来百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优化方案

王芳 201702106521 侯俊杰 会计1706 圈斗优动漫社团成本管理优化设计方案

肖盼希 201702106511 熊智晨 会计1706 华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

胡军强 221422402004 杨洋 会计1402 中顺洁柔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胡军强 221422402015 李果 会计1402 稻花香粮油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吴利 201422403006 田晓妮 会计1403 菠若商贸公司费用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姚伟 201422403030 欧鸣 会计1403 潮庭餐饮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优化设计

王亚丽 201522405043 周敏 会计1505 长春中车长客模具有限公司采购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522405042 刘洋 会计1505 天业电力设备制造公司应收账款管理的优化方案设计

王亚丽 201522405044 龚洁 会计1505 远洋地产公司资金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邹敏 201522405051 黄梦香 会计1505 湖南海滨物流有限公司存货管理的优化方案

凌嫦娥 201602106116 曾鹏 会计1602 湖南怀化宏旺化工有限公司成本管理优化方案设计

王芳 201602106350 黎缘 会计1603 湖南佳源服装公司财务控制制度优化设计

朱敬知 201602106515 胡源 会计1605 唐海连锁超市财务管理制度优化方案设计

刘意文 201602106345 李新娟 会计1606 长沙研邦铜铝材有限公司存货管理优化方案

吴春平 201339401774 谭雅琼 会计1203 十堰富琦工贸有限公司财务风险防范方案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