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专业 就业形式 创业类型 佐证
34 杜煜杰 影视动画 自主创业 网上接单画头像 佐证材料p9第6张图片
35 纪家泓 影视动画 自主创业 艺术产品设计 佐证材料p10第1张图片
36 沈雅曦 影视动画 自主创业 自由接单 佐证材料p10第2张图片
37 王智东 影视动画 自主创业 摄像 佐证材料p10第3张图片
38 陈宇明 影视动画 自主创业 ACG内容创作 佐证材料p10第4张图片
39 李吉婉 文化创意与策划 自主创业 广州途瑞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0第5张图片
40 洪育业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广州真量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0第6张图片

41 黄梓隽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佐证材料p11第1张图片

42 叶威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广州仲之贸易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1第2张图片
43 黄国钊 文化创意与策划 自主创业 互联网+省赛银奖 佐证材料p11第3张图片
44 曾俊飞 影视动画 自主创业 广州精致家居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1第4张图片

45 吴邦健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海报制作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
jyzdzx/image/arhives/d60a8d70-eeb6-480f-8504-
088eafb53fc4.jpg

46 韦乐心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卡优顾服饰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3第1张图片
47 吴嘉欣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卡优顾服饰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3第2张图片
48 梁惠芬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卡优顾服饰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3第3张图片
49 黄杏渝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卡优顾服饰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3第4张图片
50 江凯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白云区龙归凯萨服饰店 佐证材料p13第5张图片
51 李菲菲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白云区龙归凯萨服饰店 佐证材料p13第6张图片
52 马静婷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白云区龙归凯萨服饰店 佐证材料p13第7张图片
53 陈钰茜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白云区龙归凯萨服饰店 佐证材料p13第8张图片
54 温俊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河东（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4第1张图片
55 曾惠妍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河东（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4第2张图片
56 梁竖畅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河东（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4第3张图片
57 黄焕波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河东（深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4第4张图片
58 向文琴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深圳市佳浩云景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4第5张图片
59 袁嘉漩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大赛 佐证材料p14第6张图片
60 胡志豪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广州运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4第7张图片

61 向佳浩 商务英语 自主创业 深圳市佳浩云景科技有限公司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1d523ec1-
06ab-4fa6-b093-b8c34763e656.jpg

62 李毅文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成都市青白江区雾符晓日用品经营部 佐证材料p17第1张图片
63 余家浩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广州一条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7第2张图片
64 何真铭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遂溪县江洪幸茶奶茶店 佐证材料p17第3张图片
65 梁粤 国际商务 自主创业 肇庆市臻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7第4张图片
66 何增远 计算机信息管理 自主创业 义乌市韵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7第5张图片
67 范木森 市场营销 自主创业 深圳市福田区德信兴数码配件商行 佐证材料p17第6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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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就业形式 创业类型 佐证
68 陈振翔 市场营销 自主创业 汕尾市泓翰贸易中心（有限合伙） 佐证材料p18第1张图片
69 黄烁 市场营销 自主创业 广州健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8第2张图片
70 钟文校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广州温蒂斯贸易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8第3张图片
71 李伟侨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秦汉新城李侨百货经销店 佐证材料p18第4张图片
72 林泽锐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广州酱拍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8第5张图片
73 施纪龙 计算机信息管理 自主创业 第六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佐证材料p18第6张图片
74 雷兵兵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网店 佐证材料p18第7张图片
75 林骏凯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伊牟科技（yimoutech） 佐证材料p18第8张图片
76 钟伟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广州市康科贸易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9第1张图片
77 沈芷泳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只爱宠物用品店 佐证材料p19第2张图片
78 叶泽斌 计算机信息管理 自主创业 女士服装服饰 佐证材料p19第3张图片
79 黄炜钰 国际商务 自主创业 攀登计划 佐证材料p19第4张图片
80 岑明豪 市场营销 自主创业 中山市泰田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19第5张图片
81 庄书萍 国际商务 自主创业 萍安凯心照明商店 佐证材料p19第6张图片
82 秦业龙 移动商务 自主创业 藏茗山袋泡茶 佐证材料p20第1张图片
83 黄海奇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24小时无人智能健身房 佐证材料p20第2张图片
84 黄彬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新能源风光互补红绿灯 佐证材料p20第3张图片
85 蓝卓龙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SAI百草通-安全智能中药柜 佐证材料p20第4张图片

86 刘振宇 国际商务 自主创业  TANFF谭烦烦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4e8fc2cc-
e764-4e43-8d52-7e13edf5c07c.jpg

87 姚金婷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接单宣传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6a587368-
bcdb-4f8f-931a-71f82acd168b.jpg

88 张少锐 会计 自主创业 深圳市伟富昌电子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2第1张图片
89 曾宪聪 会计 自主创业 深圳低空侍卫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2第2张图片
90 陈婉华 会计 自主创业 抖音网店 佐证材料p22第3张图片
91 殷舒婷 会计 自主创业 创办网店 佐证材料p22第4张图片
92 刘嘉杰 会计 自主创业 创办网店 佐证材料p22第5张图片
93 余沛玲 会计 自主创业 创办网店 佐证材料p22第6张图片
94 杜冰梅 会计 自主创业 创办网店 佐证材料p22第7张图片
95 曾俏泳 会计 自主创业 创办网店 佐证材料p22第8张图片
96 陈锦荣 会计 自主创业 创办网店 佐证材料p23第1张图片
97 胡睿琰 会计 自主创业 创办网店 佐证材料p23第2张图片

98 张靖 会计 自主创业 推广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7ff7b0f1-
ab45-41e5-87da-968f232eeae3.jpg

99 黄惠明 会计 自主创业 经营家里商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
jyzdzx/image/arhives/e143bc4b-0fb2-4362-97c1-
9707ed7c2b9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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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就业形式 创业类型 佐证

100 杜俊君 会计 自主创业 写小说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1931fd34-
4be8-4073-aad2-d02298b85c77.jpg

101 姚培新 连锁经营管理 自主创业 汕头市潮南区井都海谊贸易商行 佐证材料p25第1张图片
102 仇静仪 连锁经营管理 自主创业 佛山市高明区花星球鲜花店 佐证材料p25第2张图片
103 陈广悦 投资与理财 自主创业 广州意迅商贸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5第3张图片
104 彭业钦 物流管理 自主创业 海口龙华小彭电子产品店 佐证材料p25第4张图片
105 叶志杰 物业管理 自主创业 广州车族馆汽配商行 佐证材料p25第5张图片
106 陈剑明 物流管理 自主创业 广州漫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5第6张图片
107 林梓清 连锁经营管理 自主创业 佛山市南海区秀环玉器店 佐证材料p25第7张图片
108 梁锋铭 物流管理 自主创业 阳江市凯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5第8张图片

109 陈建峰 工商企业管理 自主创业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佐证材料p26第1张图片

110 谢家鸿 连锁经营管理 自主创业 深圳市光明区怡福茶饮店 佐证材料p26第2张图片
111 袁兴洋 物业管理 自主创业 佛山市南海区达景缘贸易商行 佐证材料p26第3张图片
112 汪政 工商企业管理 自主创业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沐晨珠宝商行 佐证材料p26第4张图片
113 苏颖茵 工商企业管理 自主创业 东莞市南城一和百货店 佐证材料p26第5张图片
114 黄灿彪 工商企业管理 自主创业 广州市尚印服装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6第6张图片

115 钟凌杰 物流管理 自主创业  潮批网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1f6fb718-
3f5f-4985-98ef-409526fb8b4a.jpg

116 陆冠洋 物业管理 自主创业 广州车族馆汽配商行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fa1add41-
5f6e-4a20-9702-7bcd9304bedd.jpg

117 黄斯政 投资与理财 自主创业 接手家里的商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
jyzdzx/image/arhives/c909d28b-9159-4470-a634-
908df7076227.jpg

118 潘青羽 连锁经营管理 自主创业 接手家里的卫生站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cffbe301-
292d-47c7-a728-088638b34835.jpg

119 黄泽宏 投资与理财 自主创业 接手家里的商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f0b3d050-
3b49-41a3-91eb-205e42901b31.jpg

120 蔡婷瑶 连锁经营管理 自主创业 接单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ad768e93-
db22-4f83-86f3-1f94e32f97b9.jpg

121 朱志健 物流管理 自主创业 接单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97fd2203-
a3fc-4c10-89ac-9f7a26fd32b4.jpg

122 黄慧怡 工商企业管理 自主创业 接单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3b37215e-
8d94-4358-9d2f-a2b9e76711b0.jpg

123 吴晓玲 物业管理 自主创业 接手家里的商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cf25bde7-
7e19-460d-baff-cf6b86514332.jpg

124 李郑炜 工商企业管理 自主创业 接单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170bce26-
0ac4-4af8-9ca4-fb2cad22526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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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杨运东 物流管理 自主创业 电商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75bb014a-
68e6-404f-95c8-872b6e8a1653.jpg

126 凌冲 投资与理财 自主创业 鞋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
jyzdzx/image/arhives/eb9bad42-7037-41ca-abb2-
e2fb2bd484a4.jpg

127 唐诗茹 投资与理财 自主创业 鞋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bfffd185-
9108-41f8-8bf1-3ac323a76905.jpg

128 许泽锐 物流管理 自主创业 网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2384e77d-
6f4f-4063-b441-c17a7bacc339.jpg

129 黄志东 动物医学 自主创业 深圳市智彤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8第1张图片
130 李康妮 动物医学 自主创业 广州季缃潼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8第2张图片
131 苏安武 动物医学 自主创业 如东泰联种苗场 佐证材料p28第3张图片
132 林志挺 动物医学 自主创业 高要区金渡镇润临五金厂 佐证材料p28第4张图片
133 孔颖欣 动物医学 自主创业 微商 佐证材料p28第5张图片

134 刘怡平 饲料与动物营养 自主创业
“中牧杯”第四届全国“互联网+”现代农
牧业创新创业大赛

佐证材料p28第6张图片

135 郑锦星 畜牧兽医 自主创业 揭阳市华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8第7张图片
136 朱文诚 畜牧兽医 自主创业 化州市平定镇世文禽畜养殖场 佐证材料p28第8张图片
137 曾渝宝 动物医学 自主创业 猫小渝宠物用品 佐证材料p29第1张图片
138 陈奕希 畜牧兽医 自主创业 普宁市流沙奕希日用百货店 佐证材料p29第2张图片
139 骆展鸿 畜牧兽医 自主创业 颖弘实业（惠州）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29第3张图片
140 杜海洋 饲料与动物营养 自主创业 e智玩具 佐证材料p29第4张图片
141 吴津寅 水产养殖技术 自主创业 e智玩具 佐证材料p29第5张图片
142 苏安旺 水产养殖技术 自主创业 如东泰联种苗场 佐证材料p29第6张图片
143 李文昌 水产养殖技术 自主创业 如东泰联种苗场 佐证材料p30第1张图片
144 陈佳祥 畜牧兽医 自主创业 普宁市流沙奕希日用百货店 佐证材料p30第2张图片
145 梁子劲 畜牧兽医 自主创业 普宁市流沙奕希日用百货店 佐证材料p30第3张图片

146 何恒辉 畜牧兽医 自主创业 中介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
jyzdzx/image/arhives/2170e12d-0cb8-437f-be99-
76d460da139f.jpg

147 黄欢 饲料与动物营养 自主创业 推广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c946f364-
78ed-44bf-b57f-e75b5905cbd1.jpg

148 廖晟汉 动物医学 自主创业 多媒体制作与处理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e38a8401-
8445-4de8-a826-aec06abc92e0.jpg

149 陈培丰 计算机网络技术 自主创业 连城县贾曼青网络工作室 佐证材料p32第1张图片
150 张春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自主创业 东莞市东城十一软件工作室 佐证材料p32第2张图片
151 余蕙廷 工业机器人技术 自主创业 惠东县平山枫帆装饰服务部 佐证材料p32第3张图片
152 李家和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自主创业 深圳市佩蒂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2第4张图片
153 许旭城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力维家居用品店 佐证材料p32第5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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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就业形式 创业类型 佐证
154 张建聪 工业机器人技术 自主创业 化州市时客食品店 佐证材料p32第6张图片
155 曾祥浩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自主创业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浩食味食品商行 佐证材料p32第7张图片
156 刘文雄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自主创业 拼多多网店 佐证材料p32第8张图片
157 张友军 计算机网络技术 自主创业 深圳市隆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3第1张图片
158 邓彬城 计算机网络技术 自主创业 广州曼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3第2张图片
159 黄浩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广东省挑战杯二等奖 佐证材料p33第3张图片

160 罗荣满 计算机网络技术 自主创业 咸鱼网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80840737-
e4a3-44a3-b3b5-5eedff53a04b.jpg

161 庄惠舒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自主创业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申怡酒类商行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ae5317a1-
20b4-4f0d-82ec-d1f83d118d8c.jpg

162 李沛林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淘宝店铺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56d91fee-
aa5e-422c-9805-e60ae9428bbb.jpg

163 唐汉德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广州唐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7728ebac-
25ce-48fb-b59a-fbb2496dfcdd.jpg

164 郑梓民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深圳市和欣祥科技有限公司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69b0c53e-
13a8-4b8a-8a10-4b3ae837d553.jpg

165 余泽霖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广州鹿林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0f7d6ea2-
7b8f-4faf-aad1-d5ac6475f921.jpg

166 吴超禄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吾言广告经营部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
jyzdzx/image/arhives/07d95a2e-4062-48c0-818e-
f129539acfb0.jpg

167 周嘉辉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广州顺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496ed6c8-
3247-40a5-a9e7-3c87d0e26c0e.jpg

168 洪浩忠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东莞市虎门拾依女装店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01d8936a-
8e7f-4654-b57d-bbb8a1686e84.jpg

169 雷振文 计算机网络技术 自主创业 家教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0497fa85-
610a-40eb-b1f5-6ea99f0b6d3f.jpg

170 祝永德 计算机网络技术 自主创业 文学创作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528bd724-
1669-4c1d-8e57-
1c217c76c086.jpg,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
jyzdzx/jobs/0865a31c-a37b-4944-bb0d-21c2a2de91c9.jpg

171 林贝琪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文学创作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5073eccf-
3fa7-4573-87bb-08436a9e24bc.jpg

172 梁嘉惠 计算机网络技术 自主创业 淘宝店铺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67ce433d-
e56e-41ac-9bff-8675c45bdd11.jpg

173 谢达雄 工业机器人技术 自主创业 接单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bfefcd62-
8aef-4205-a615-a6683a86069e.jpg

174 李海深 软件技术 自主创业 游戏陪练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9aa5f5e9-
b478-49ca-9348-58880234d48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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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就业形式 创业类型 佐证
175 黄庆烔 商检技术 自主创业 深圳市奕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5第1张图片
176 郑建河 药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拼多多平台点：柔梦蝶服饰 佐证材料p35第2张图片

177 张钿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广东省分赛

佐证材料p35第3张图片

178 林家辉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佐证材料p35第4张图片

179 杨平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第十二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

佐证材料p35第5张图片

180 黄汉伟 药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柔梦蝶服饰 佐证材料p35第6张图片
181 曾源康 药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柔梦蝶服饰 佐证材料p36第1张图片
182 林旭东 药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柔梦蝶服饰 佐证材料p36第2张图片
183 邱静瑄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桑繁就简蔬途同归食品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6第3张图片
184 覃小玲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桑繁就简蔬途同归食品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6第4张图片
185 黄炜豪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睹万里蔬挑万里桑桑芽菜食品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7第1张图片
186 李灼建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睹万里蔬挑万里桑桑芽菜食品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7第2张图片
187 林浩杰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广东金硕本草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7第3张图片
188 陈家豪 食品生物技术 自主创业 广东金硕本草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7第4张图片
189 黄晓君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东莞市道滘莞红茶业商行 佐证材料p39第1张图片
190 江晓铃 食品加工技术 自主创业 湛江市赤坎区万佳灯具商行 佐证材料p39第2张图片
191 周月燕 酒店管理专业 自主创业 东莞市奥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9第3张图片
192 谢静敏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中山市石岐区鸿翠源工艺品店 佐证材料p39第4张图片
193 吴伟翔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沐清楠（广州）茶业文化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9第5张图片
194 张佳敏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沐清楠（广州）茶业文化有限公司 佐证材料p39第6张图片

195 林佳铭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广东省分赛-银奖

佐证材料p39第7张图片

196 梁燕霞 酒店管理 自主创业
第十六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

佐证材料p39第8张图片

197 伦燃扬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个体户经营 佐证材料p40第1张图片
198 蔡丹婷 食品加工技术 自主创业 创办公司 佐证材料p40第2张图片
199 李红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实体店 佐证材料p40第3张图片
200 潘钰妍 酒店管理 自主创业 网店 佐证材料p40第4张图片
201 冯敏玲 茶艺与茶叶营销 自主创业 实体店 佐证材料p40第5张图片

202 温嘉咏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平面设计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64be73c9-
6105-49cb-b9e4-34b5c37c9823.jpg

203 莫咏瑶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音频审核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b2c2ecbf-
45b6-4798-9ebe-c285f878f481.jpg

204 王晓玲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插画与设计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d1f6afd8-
ab5f-4b44-a86f-a861fc738e4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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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专业 就业形式 创业类型 佐证

205 黄晓盈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自主创业 广告设计、排版
https://job.gdedu.gov.cn/bucket/obs-jyzdzx/jobs/15d4295a-
39a3-4a1b-abd4-ac86534a9f89.jpg

206 聂洁连 电子商务 自主创业 拼多多店铺 佐证材料p42第1张图片
填表人：  张翔               审核人：施佩刁        审核日期：2022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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