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令 男，1991年12月6日生，连
锁经营管理专业，山东省淄博市
淄川区人。获得荣誉：优秀团员、
国家励志奖学金、省级优秀毕业
生、获得校级一等奖学金。获得
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PEST

英语三级证书 ,英语高职高专证
书、助理营销师证书。

求职意向：连锁经营管理专
业企业的设计、生产、管理、销售
等工作。

联系电话：15169697322

邢晓通 女，1991年10月14日生，
物流管理专业，山东省潍坊市坊
子区人。获得荣誉：校级优秀毕
业生、学院二等奖学金。获得技
能证书：四级物流师、计算机二
级证书。

求职意向：营销类业务专
员。

联系电话：15854458808

张振华 女，1990年6月7日生，
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山东省德州
市人。获得荣誉：优秀实习生、学
院二等奖学金、学校优秀毕业
生。获得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

证、普通话证书、PEST英语三级
证书,英语高职高专证书、助理营
销师证书。

求职意向：连锁经营管理企
业设计、生产、管理、销售，市场
营销方面等工作。

联系电话：15269609879

郑伟 女，1992年12月30日生，连
锁经营管理专业，山东省济宁市
人。获得荣誉：优秀团干部、学院
二等奖学金、学院优秀毕业生、
优秀社会实践证书、优秀实习
生。获得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

证书、大学英语四级证书、PETS

英语三级证书、普通话证书、助
理营销师三级。

求职意向：教师、连锁经营
管理专业企业的设计、生产管
理、销售等工作

联系电话：15153613180

冯永亮 男，1990年12月15日生，
物流管理专业，山东省潍坊市寒
亭区人。获得荣誉：省级优秀毕
业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一
等奖学金、优秀团员、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物流技能大赛中职组
团体一等奖、山东省高职组仓储
方案优化与执行团体二等奖。获
得技能证书：物流员证书、四级
物流师证书。

求职意向：物流管理专业对
口的仓储、配送等工作。

联系电话：15863679526

马池功 男，1990年10月10日生，
物流管理专业，山东省潍坊市潍
城区人。获得荣誉：校级优秀毕
业生、学院三等奖学金、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物流技能大赛中职
组团体一等奖、参加山东省高职
组仓储方案优化与执行团体二
等奖。获得技能证书：物流员证
书。四级物流师证书

求职意向：物流管理专业对
口的仓储、配送等工作。

联系电话：15163695896

彭晓群 女，1990年4月26日生，
物流管理专业，山东省潍坊市坊
子区人。获得荣誉：市级优秀毕
业生、学院一等奖学金、山东省
高职组仓储方案优化与执行团
体二等奖。获得技能证书：四级
物流师证书。

求职意向：营销类业务专

员。
联系电话：15253614010

邢顺然 女，1991年6月9日生，
物流管理专业，山东省平度市
人。获得荣誉：市级优秀毕业生、
学院一等奖学金、优秀团员。获
得技能证书：计算机二级证书。

求职意向：物流管理专业对
口的仓储、配送等工作。

联系电话：13655360942

赵珍珍 女，1990年6月13日生，
电子商务专业，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人。获得荣誉：优秀三好学
生、学院二等奖学金、优秀团员、
先进个人。获得技能证书：计算
机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书、
助理电子商务师证书。

求职意向：电子商务专业的
网络推广、网络优化、管理、销售
等工作。

联系电话：13853639530

刘焕金 女，1989年9月4日生，
电子商务专业，山东省肥城市安
站镇站北村人。获得荣誉：优秀
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国家励志
奖学金、校级一等奖学金。获得
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英语
高职高专证书、电子商务师证
书。

求职意向：企业的销售助理
联系电话：13563696737

韩巧月 女，1990年8月22日生，
电子商务专业，山东省淄博市临
淄区人。获得荣誉：获得国家奖
助学金、中国小商品城杯大学生
网络营销能力秀一等奖。获得技
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阿里巴
巴电子商务(内贸)运营基础技能
认证证书、助理电子商务证书。

求职意向：电子商务专业类
的网站维护、网络推广、网络营
销等工作。

联系电话：13676362109

董波 男，1990年7月18日生，电
子商务专业，山东省东阿县人。
获得荣誉：优秀团员、学院二等
奖学金、学院三等奖学金、第三
届全国大学生网络营销能力评
比活动二等奖。获得技能证书：
计算机CITT证书、英语高职高专
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证书。

求职意向：希望从事电子商
务专业相关岗位。

联系电话：15953691181

崔庆娟 女，1990年5月2日生，
电子商务专业，来自山东省新泰
市。获得荣誉：获得校长奖学金、
中国小商品城杯大学生网络营
销能力秀一等奖、获得建行“e路
通”杯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生网络
商务创新应用大赛三等奖。获得
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全国
信息化工程师证书、全国网上零
售师、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内贸)

运营基础技能认证证书、助理电
子商务证书。

求职意向：电子商务专业类
的网站维护、网络推广、网络营
销、销售等工作。

联系电话：15095246659

吴珊 女，1990年7月21日生，市
场营销专业，山东省菏泽人。获
得荣誉：优秀团员、学院三等奖
学金、校级优秀毕业生。获得技
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英语高
职高专证书、助理营销师证书、
普通话二级乙等、C1驾驶证等。

求职意向：办公室文员、行
政人事、业务员等工作。

联系电话：18906364789

李娜 女，1990年4月5日生，市场
营销专业，山东省德州市人。获
得荣誉：优秀毕业生、优秀团员、
校级奖学金三等奖、国家励志奖
学 金 。获 得 技 能 证 书 ：计 算 机
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助理
营销师证书。

求职方向：从事销售类工作
或行政人力资源方向

电话：13853666933

张方华 男，1989年12月29日生，
市场营销专业，山东省潍坊市
人。获得荣誉：优秀团员、班级先
进个人。获得技能证书：计算机
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助理
营销师证书。

求职方向：市场营销方向。
电话：13573611061

何珊 女，1992年9月28日生，电
子商务专业，山东省潍坊市人。
获得荣誉：优秀班干部、优秀团
员、校级奖学金一等奖、校级优
秀毕业生。获得技能证书：计算
机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助
理电子商务师证书。

求职方向：电子商务,人力资
源方向

电话：13475651635

邓廷帅 男，1990年11月16日生，
市场营销专业，山东省菏泽市单
县人。获得荣誉：优秀团干部、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学院一
等奖学金。获得技能证书：计算
机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书、
助理营销师证书。

求职意向：市场营销行业，
销售、营销助理、经营管理等相
关工作。

联系电话：13583650979

高伟政 女，1989年9月18日生，
市场营销专业，山东省烟台市栖
霞人。获得荣誉：省级优秀毕业
生、优秀团员。获得技能证书：计
算机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
书、助理营销师证书。

求职意向：从事有关文秘、
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相关工作。

联系电话：15965089625

王熙雷 女，1990年8月4日生，
市场营销专业，新疆省库尔勒市
人。获得荣誉：市级优秀毕业生、
学院一等奖学金、优秀团员、先
进个人、社团活动积极分子。获
得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英
语高职高专证书、助理营销师证
书、普通话二级证书、驾照(C证)、
ISO900质量管理内部审核员资格
证。

求职意向：文员、秘书、销售
等工作。

联系电话：15165609263

张春霞 女，1989年5月3日生，
市场营销专业，山东省临沂莒南
县相邸镇人。获得荣誉：校级优
秀毕业生、学院一等奖学金、优
秀团员。获得技能证书：ISO900质
量管理内部审核员资格证、计算
机CITT证、助理营销师证书、普
通话二级证书。

求职意向：销售、文员等。
联系电话：15949859563

邢晶晶 女，1990年10月23日生，
电子商务专业，山东省潍坊市
人。获得荣誉：全国建行“e路通”
杯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一等奖、
市级优秀毕业生、国家励志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院级一等奖学
金、院级三好学生等。获得技能

证书：计算机CITT证、助理电子
商务师、全国信息化工程师证书。

求职意向：与电子商务专业
相关的专业

联系电话：15953690882

尹晓芸 女，1988年9月10日生，
物流管理专业，山东省潍坊市潍
城区人。获得荣誉：获省政府奖
学金、教育部国家励志奖学金、
校级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团干部。获得的技能证
书：计算机CITT证、PEST英语三
级证书、英语高职高专证书、助
理物流师证书、普通话二级甲
等。

求职意向：有关文员、行政
或人事方面的工作。

联系方式：13780898551

尹丽 女，1989年8月17日生，物
流管理专业，山东省潍坊市潍城
区人。获得荣誉：获教育部国家
励志奖学金、校级一等奖学金、
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获得
的技能证书：计算机C ITT证、
PEST英语三级证书、英语高职高
专证书、助理物流师证书、普通
话二级甲等。

求职意向：有关人事、物流
方面的工作。

联系方式：15269647332

王洪新 男，1989年10月23日生，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山东潍坊
昌乐县。获得荣誉：国家励志奖
学金、省优秀毕业生、学院一等
奖学金。获得技能证书：全国计
算机二级证、普通话一级甲等。

求职意向：销售、行政、人力
资源、电子方面等工作。

联系电话：15069696585

邓婷 女，1991年10月20日生，报
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山东省菏泽
市成武县人。获得荣誉：院国际
贸易大赛优秀奖、院乒乓球女子
团体季军、院演讲大赛优秀奖。
获得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
大学英语三级证书、大学英语四
级证书、普通话证书。

求职意向：与外贸有关的工
作、办公室文员等工作。

联系电话：15095095576 .

赵晓璐 女，1990年4月8日生，
会计电算化专业，山东省潍坊市
昌乐县人。获得荣誉：优秀团员。
获得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
会计电算化证、会计从业资格
证，普通话证、珠算证

求职意向：与会计相关的的
职业

联系电话：13515369281

高珊珊 女，1991年8月15日生，
会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方向)专
业，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获
得荣誉：优秀团员、学院一等奖
学金、会计学院基本技能大赛二
等 奖 。获 得 技 能 证 书 ：计 算 机
CITT证、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
英语高职高专证书、珠算证书、
会计电算化证书、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助理会计师证书。

求职意向：从事有关会计岗
位工作

联系电话：18764719169

胡晶 女，1990年11月1日生，会
计电算化 (注册会计师方向 )专
业，山东省威海乳山市人。获得
荣誉：学院征文比赛优秀奖。获
得技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普
通话二级甲等证书、英语高职高
专证书、珠算证书、会计电算化

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助理
会计师证书。

求职意向：从事会计岗位工
作

联系电话：15053614386

徐伟 男，1990年3月4日生，会计
电算化(注册税务师方向)专业，
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人。获得荣
誉：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技能
证书：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
考试合格证书、普通话二级乙等
证书、英语高职高专证书、全国
公共英语三级证书、珠算证书、
会计电算化证书、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助理会计师证书。

求职意向：从事有关会计岗
位工作

联系电话：13793638406

杨文秀 女，1990年12月16日生，
会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方向)专
业，山东省潍坊市安丘人。获得
荣誉：优秀团员、学院二等奖学
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用友通高
职高专院校技能赛二等奖。获得
技能证书：珠算证、会计电算化
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
计师证书、英语高职高专证书、
PEST英语三级证书,英语四级证
书、计算机CITT证。

求职意向：会计、出纳、审计
等工作。

联系电话：13963681561

鹿文晶 女，1990年2月11日生，
会计电算化专业，山东省济南章
丘市人。获得荣誉：学院三等奖
学金、国家特困助学金。获得技
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PEST英
语三级证书、珠算证、会计电算
化证、会计从业资格证、普通话
证。

求职意向：与财务会计方向
相关的职位。

联系电话：13964043099

王惠 女，1990年4月27日生，会
计电算化专业，山东省青岛市四
方区人。获得荣誉：国家励志奖
学金、学院三等奖学金、社团活
动先进个人。获得技能证书：会
计从业资格证、会计电算化证、
计算机CITT四级证、英语高职高
专证书、珠算四级证、普通话证。

求职意向：会计、管理、销售
等工作。

联系电话：13869676373

王侃侃 男，1990年9月20日生，
会计电算化专业，山东省济宁邹
城市人。获得荣誉：学院二等奖
学金、国家特困助学金。获得技
能证书：计算机CITT证、PEST英
语三级证书、珠算证、会计电算
化证、会计从业资格证、普通话
证。

求职意向：与财务会计方向
相关的职位。

联系电话：13685365331

上官琼 女，1990年5月2日生，
会计电算化专业，福建省长汀县
人。获得荣誉：学院三等奖学金、
国家特困助学金。获得技能证
书：计算机CITT证、PEST英语三
级证书、珠算证、会计电算化证、
会计从业资格证、普通话证。

求职意向：与财务会计方向
相关的职位。

联系电话：13963696241

肖斌 男，1989年8月18日出生，
会计电算化(注册会计师方向)，
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人。获得荣
誉：优秀团员、优秀三好学生、校

级一等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获得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会计电算化证书、助理会计
师证书、计算机CITT证、英语高
职高专证书、普通话证书。

求职意向：会计、财务方面
相关工作

联系方式 :13854429817

胡昌俊 女，1990年7月2日生，
会计电算化专业，山东省淄博市
博山区人。获得荣誉：优秀学生
干部、优秀团员、国家励志奖学
金。获得技能证书：,英语高职高
专证书、会计电算化证书.珠算证
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求职意向：企业的出纳、会
计助理、会计、财务等相关工作。

联系电话：13053655662

周汝鹏 男，1991年1月9日生，
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山东省威
海市荣成人。获得荣誉：优秀学
生干部、学院二等奖学金、优秀
团员、国家励志奖学金、省级优
秀毕业生。获得过的技能证书：
计算机CITT证、PEST英语三级
证书，英语高职高专证书、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助理理财规划师
证书。

求职意向：金融财务管理
类、会计、证券期货类行业。

联系电话：13563158559

李露露 女，1989年8月30日生，
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山东省济
宁市金乡县人。获得荣誉：优秀
团员、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一
等奖学金。获得技能证书：助理
理财规划师证、会计从业证、计
算机CITT证、PEST英语三级证
书、英语高职高专证书。

求职意向：总经理助理、销
售经理、和专业相关的有关银行
方面的工作。

联系电话：13791620508

张良斌 男，1990年10月9日生，
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山东省即
墨市人。获得荣誉：国家励志奖、
学金学院一等奖学金、三好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获得技能证
书：计算机CITT证、会计从业资
格证书、英语高职高专证书、助
理理财规划师证书。

求职意向：与银行业、保险
业、证券业相关或与会计、投资
相关的工作

联系电话：15169690997

李芳 女，1991年8月2日生，金融
管理与实务专业，山东省烟台市
福山人。获得荣誉：国家奖学金、
一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团干部、三好学生。获得技能
证书：全国英语三级、助理理财
规划师证、会计从业资格证、计
算机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
书。

求职意向：没有特殊要求。
联系电话：1 3 5 8 9 7 5 6 6 5 9、

13964755755

肖瑞娟 女，1984年10月6日，金
融管理与实务专业，山东省菏泽
市鄄城县人。获得荣誉：校级二
等奖学金、三好学生、学院入党
积极分子、学院图片征集一等
奖、学院书画大赛三等奖。获得
技能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计
算机CITT证、英语高职高专证
书。

求职意向：愿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工作

联系电话：15064685125

山山东东经经贸贸职职业业学学院院
22001122届届毕毕业业生生风风采采展展示示

学校是山东省人民政府
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具
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
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学校位于世界风筝都潍
坊市，校园绿树成荫，景色秀
美，是省级“花园式单位”。一
路之隔，就是风景优美的鸢
都湖公园和国家4A级旅游景
区白浪绿洲湿地公园，与汽
车站、火车站相距仅一公里，
交通便利。目前学校下设会
计学院、商学院、财政金融学
院、国际商务学院和科学与
人文学院五个二级学院。建

校35年来，共向社会输送了
各类专业人才6万多人，在省
内外财政、税务、工商、金融、
党政、实业界涌现了一大批
优秀人才，深得社会各界好
评。

商学院下设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
管理、工商管理、自动化、汽
车电子与装备、商务工程与
技术八个教研室和“山东省
合作经济研究所”、“农村现
代商品流通研究所”、“连锁
经营管理研究所”三个研究
机构，并管理运营两个校园

超 市 ( 总 营 业 面 积 2 0 0 0 平
米)。现有教职工68人，其中，
具有研究生学历34人、博士1

人、在读研究生18人。中华供
销合作总社优秀教师 3人、
省市优秀教师4人、1人获山
东省五一劳动奖章、1人获

“山东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5人被学校授予“教学
名师”称号。电子商务专业
教学团队被山东省供销合
作社授予“青年先锋岗”称
号，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电气自动化等 5个专业
教学团队被学校授予“优秀

教学团队”称号。另有社会
兼职教授22名。现有在校生
2100余人。

学院坚持“质量为本，特
色立院”的方针，逐步形成了

“综合素质+职业能力+敬业
精神+发展潜力”的专业培养
特色。探索完善了“课程开发
市场化、教学模式阶梯化、教
学内容模块化、考核方式企
业化”的课程建设模式。形成
了以省级特色专业——— 连锁
经营管理为龙头、传统品牌
专业市场营销、学校重点建
设专业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商
贸专业群和以校级特色专
业——— 电气自动化技术为龙
头、传统品牌专业应用电子
技术为主体、汽车电子技术
和食品加工技术专业为两翼
的商务工程专业群。

本着创办“精品专业”、
实施“精品教育”、培养“精品
人才”的思路，现已建成“省
级特色专业”1个、“中央财政
支持建设专业”2个、“学校教
学改革示范专业”2个、“校级
特色专业”5个；“省级精品课
程”5门、“校级精品课程”3

门；中央财政支持建设的专
业综合实训基地2个。

学校以国家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
学、校内奖助学金、绿色通道
入学、企业助学、爱心超市等
资助形式，全方位关注品学
兼优、家境困难的学生，覆盖
面达85%。

欢迎广大用人单位来我
院选聘毕业生。

联系电话：0536-2600088

传真0536-2600087

邮箱：sdjmzsb@163 .com

网址www.sdecu.com/j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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