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老师姓名 学生学号 学生姓名 学生班级 选题名称
旷健玲 201701115112 姚鹏 营销1701班 艾弥儿儿童沐浴乳株洲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29 袁艳清 营销1701班 say yes红茶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王律欣 201701115130 王志文 营销1701班 明珠牌洗衣凝珠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10 周舒琪 营销1701班 Mom手工皂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33 刘东熳 营销1701班 醉梦床垫上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131 王龙威 营销1701班 路易床上书桌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王律欣 201701115135 滕廷宣 营销1701班 湘味坊乳猪肉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王律欣 201701115211 朱宇旋 营销1702班 X牌牙膏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王律欣 201701115216 胡传宗 营销1702班 怡泷凉茶湘潭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22 陈凯歌 营销1702班 Y伊洗衣液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04 陈鸿 营销1702班 希望水果王饼干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09 梁鑫 营销1702班 彗星可乐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06 阳娜 营销1702班 SOWO卸妆水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王律欣 201701115207 刘莎莎 营销1702班 伊熙面膜南昌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210 熊琦兰 营销1702班 心动水果茶永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601112114 王梓骁 营销1703班 ZX运动鞋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24 刘祥 营销1703班 班吉鸟按摩袜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23 邓丽霞 营销1703班 小优防丢挂件岳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04 黄智利 营销1703班 LZ耳机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旷健玲 201701115322 邹菲 营销1703班 亚菲特智能保温杯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28 李静 营销1702班 LJ电动平衡车湖南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2 陈湘慧 营销1701班 杏雨梨云香水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5 潘宏发 营销1701班  耀你美闪耀洗发水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1 彭震 营销1701班 震振磁力自动搅拌杯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02 戴荣华 营销1702班 荣华智能温控毯湖南地区新产品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27 邓程文 营销1702班 程步为赢小鱼干湖南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28 李静 营销1702班  LJ电动平衡车湖南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03 胡升艳 营销1702班 雨卉唇膏杭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9 李聪 营销1703班 蒲公英爽肤水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3 彭丹 营销1701班 新秀面膜湖南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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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晓琳、肖娜 201701115116 谭蜜 营销1701班  柒凛晾衣杆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4 吴积光 营销1703班   地一田径钉鞋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肖娜 201701115117 肖妮 营销1701班  漫妮装饰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7 张政 营销1703班 张张天然狗粮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201 谢陈正 营销1702班 景怡山蜂蜜广东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肖娜 201701115108 陆宝莲 营销1701班 宝美牌染发剂广东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5 温祥 营销1703班 猪猪肉干湖南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318 吕晨 营销1703班 十一石bb霜气垫湖南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肖晓琳 201701115104 任捷 营销1701班   芳丝洗面奶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06 黄  锐 营销1701班 黄胖子牛肉干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07 谭艺 营销1701班 艺品养颜消食酸枣湘潭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38 孔晓庆 营销1701班 庆庆美容养颜鸭脖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39 刘玉姣 营销1701班 YJ天然空气清新剂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140 毛伟香 营销1701班 安全隐患检测系统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2133129 罗玲 营销1701班 玲动抗磨耐用拉杆行李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3 贺佳乐 营销1702班 禾嘉太阳能变温水杯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4 黄琴 营销1702班  HQ多功能智能椅常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5 何世创 营销1702班 创创鱼豆腐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226 段庆 营销1702班 女神智能美甲仪宁乡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10 蒋梦宇 营销1703班 梦梦身体乳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28 孙楚湘 营销1703班 CX精美遮光窗帘怀化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29 方许林 营销1703班 唐僧药酒岳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30 汪义武 营销1703班 义武变温鼠标衡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 201701115331 杨柳烨 营销1703班 烨烨去油洗发水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何艳君、夏阿龙 201701115332 俞正浩 营销1703班 正浩山楂控油洗面奶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1 陈梓欣 营销1701班 山药辣条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2 黄海涛 营销1701班 蓝山矿泉水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3 李林哲 营销1701班 猎马人代餐饼干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4 黄李 营销1701班 锐果果跳跳糖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126 周琦英 营销1701班 小小白鞋刷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08 李香湘 营销1702班 诗悦精油沐浴露郑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2 肖广为 营销1702班 心舒速食营养汤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3 肖丽芳 营销1702班 乐宝多功能变形儿童车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4 尹栋 营销1702班 金立智能饮水机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215 成程鑫 营销1702班 美佳乳液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01 吴鸿涛 营销1703班 舒宁水性笔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02 周晓帅 营销1703班 灵感运动智能手环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03 史文珍 营销1703班 真湘粗粮饼干郴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12 熊超 营销1703班 依一保暖贴衡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郭瑶 201701115325  何秀平 营销1703班 仟格牌袜子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601115241 张子轩 营销1602班 思南牌即食蘑菇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34 熊吉灿 营销1701班 灿灿唇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20 周俊 营销1701班 碧岛智能垃圾桶上海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127 黎倩 营销1701班 玺欢你面霜湖南长沙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19 鲁帅婕 营销1701班 玛丽莲文胸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136 王文钦 营销1701班 花味道鲜花饼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205 王锦琳 营销1702班 辣喜爱酱板鸭长沙地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230 曾睦钧 营销1702班 长白山梅子酒湖南省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3 王宣 营销1702班 茶语社黑茶饮料邵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4 谢希敏 营销1702班 花琛防脱发洗发水岳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2 张靓 营销1702班 巧遇电热锅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231 罗炳琪 营销1702班 爱笑多功能笔山东临沂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6 陈雨良 营销1703班 良绣保暖鞋垫湘潭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321 江妮 营销1703班 艾妮美妆魔镜南京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7 徐文镇 营销1703班 镇正金啤深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26 段链锟 营销1703班 dk人工智能语音蓝牙音箱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334 聂喜敏 营销1703班 敏敏蒸汽眼罩常德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8 杜鑫 营销1703班 心心除螨沐浴露常德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9 彭炜 营销1703班 战斗豹能量饮料广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327 周姣艳 营销1703班 不二倾心眼镜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 201701115335 邹玲 营销1703班 零露植物染发膏永州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333 何晓丽 营销1703班 野蔓洗发水南宁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320 伍逞威 营销1703班 VV金轴键盘永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熊英、屈奇 201701115313 张翔 营销1703班 辰阳啤酒怀化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11 贺子翔 营销1701班 编贝牌早晚牙膏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13 李旦 营销1701班 仙人芦荟胶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14 周峰 营销1701班 炽汇鼠标垫湖南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15 陈晓芬 营销1701班 玊颜眼霜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132 李小姣 营销1701班 筱筱儿童围栏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20 盛彬彬 营销1702班 大彬老年人智能手表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29 成元峰 营销1702班 北京现代新IX25小型SUV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21 欧佳 营销1702班 佳智扫地机器人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219 叶伟 营销1702班 筱栩蔬菜藕粉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5 周颖 营销1703班 完美智能美妆冰箱衡阳市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9 周艳姣 营销1703班 安心老人鞋衡阳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7 蒋倩 营销1703班 蒋氏静脉曲张弹力袜长沙市新产品上市策划

夏红球 201701115308 李美红 营销1703班 小轻自拍神器长沙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夏红球 201701115306 王明慧 营销1703班 小象卸妆巾郴州市场新产品上市策划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