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对舒志康等163名2022级成人教育新

生作"放弃入学资格"处理的公示

截止5月20日,目前尚有舒志康等163名学生逾期未履行报到

手续,也未办理请假和保留入学资格手续,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和《湖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

理办法》,经学院研究决定,拟对舒志康等163名新生作"放弃入学

资格"处理。不予注册学信网电子学籍。

现将拟作"放弃入学资格"名单公示(名单见附件),公示期为

2022年5月20日--5月30日。有关考生如对名单有异议,请于5月

29日下班前向我院反映。公示期后,如无异议,学院将正式作出处

理。

联系人: 陈智勇 联系电话: 0731-28182891

工业灰学2线卖教育学院

2 2 年 5 月 2 0日



附件：

湖南工业大学成人教育2022级新生拟放弃入学资格名单
序

号 考生号 姓名

性

别 层次 录取专业

1 2143120211302895 舒志康 男 专升本 印刷工程

2 2143010315713979 甘胜瑞 男 专科 艺术设计

3 2143100215701674 黄诗琴 女 专科 艺术设计

4 2143100215701740 李林杰 男 专科 艺术设计

5 2143100215702598 史纯伟 男 专科 艺术设计

6 2143100215702740 陈祺 男 专科 艺术设计

7 2143100215702850 史志云 男 专科 艺术设计

8 2143020115312008 曾玲 女 专科 艺术设计

9 2143052115303713 王镇委 男 专科 艺术设计

10 2143030111308055 陈旦 男 专升本 冶金工程

11 2143120214500256 郭鑫 男 高起本 冶金工程

12 2143020111303156 吴晓静 女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3 2143123011300565 吴巷优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4 2165241011300226 王晨旭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5 2165251021300158 薛水萍 女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6 2143050114513128 李检政 男 高起本 土木工程

17 011201574 王超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8 011307700 杨兴成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19 031112006 孙肖肖 女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0 050101443 王远超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1 122600968 张建均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2 172300271 朱晓东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3 190115770 李龙娥 女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4 200005470 叶锐杰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5 2153290111300385 太荠锐 女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6 2153292811300070 张永明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7 2143020111406591 刘乔茜 女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8 140109724 李蒙恩 男 专升本 市场营销

29 510101057 陆城 女 专升本 市场营销

30 2143030115103925 郭望军 女 专科 市场营销

31 2143020115511595 刘红梅 女 专科 市场营销

32 2143020114109056 周彦妮 女 高起本 市场营销

33 2143052415502158 钱淼勋 男 专科 人力资源管理

34 2143102615501117 宋小燕 女 专科 人力资源管理

35 2143011111408500 张优 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36 2143122615100306 伍超 女 专科 人力资源管理

37 030602547 汪燕 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38 031109413 郑必煊 男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39 140109429 熊龙 男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40 190118790 刘瑜 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41 200003077 汪彩 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42 2165011131402362 杨蓉 女 专升本 人力资源管理

43 011702171 黄子华 女 专升本 建筑学

44 028101133 廖曼伦 女 专升本 建筑学

45 188101028 叶蝶明 女 专升本 建筑学

46 2143078115500179 刘俊 男 专科 建筑工程技术

47 2143102115501855 彭汝萱 男 专科 建筑工程技术

48 2165251015500407 孔德强 男 专科 建筑工程技术

49 2165301015500235 苏广洲 男 专科 建筑工程技术

50 2165311085500663 李科研 男 专科 建筑工程技术

51 2143010215504213 曹宇杰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2 2143010315511749 吴颜涛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3 2143010515505451 谢文捷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4 2143010515509347 陶科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5 2143011215504359 杨振林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6 2143011215514286 郭葵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7 2143020115504258 江庆林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8 2143020115507444 刘嘉俊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59 2143020115507448 刘潮文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60 2143020115510593 谭湘志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61 2143020115511480 白振宇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62 2143062615501420 江豪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63 2143108115500381 曹轶 男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64 2143130115505180 曾希 女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65 2165251035500056 刘梦会 女 专科 计算机应用技术

66 2143010211305178 刘佳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7 2143020111311504 陈英才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8 2143052811300946 唐华荣 女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9 2143052811300950 王祥汉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0 2143030111305373 马日升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1 2143020114501045 何智 男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2 2143020114501144 周时阳 女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3 2143020114502773 尹志强 男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4 2143052814500847 李钰 男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5 2143060114504530 刘烁 男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6 2143092114500374 何任凡 男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7 2143112614501239 欧阳石湘 女 高起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8 030312265 张丽清 女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79 030316436 郭东其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0 030405053 胡之星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1 030407888 邓泽旭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2 030500220 郑泷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3 190126936 李建雄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4 2143130111304526 龙湘波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5 030415294 罗星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6 030617458 欧阳昌恒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7 060603557 范玉婷 女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8 070101542 莫文山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9 130106240 刘盛源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90 190114802 肖明洋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91 190118458 岳琳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92 190118957 邹水贤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93 2143011115503422 李伟 男 专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94 2143011115503492 涂玉良 男 专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95 2143020115509951 赖继良 男 专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96 2143072515500182 易峰 男 专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97 2143108115500047 史惠安 男 专科 机电一体化技术

98 2165311111400376

阿依古丽·吐

尔逊 女 专升本 会计学

99 190106332 胡琴琴 女 专升本 会计学

100 190106344 莫彩云 女 专升本 会计学

101 190106481 朱润娣 女 专升本 会计学

102 2143020114108572 吴宇佳 男 高起本 会计学

103 2143020114109139 龙玲玲 女 高起本 会计学

104 2143011211308502 唐先佑 男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5 2143010211306813 马良树 男 专升本 化学工程与工艺

106 190103589 刘丹妹 女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107 190114037 许光敏 女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108 2143010211107548 钟覃阳 女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109 2143020111103591 刘金嵘 男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110 2143048111102286 谢莉莉 女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111 2143010314115933 朱海清 男 高起本 汉语言文学

112 190106898 李骞 男 专升本 国际经济与贸易

113 188101668 刘建勋 男 专升本 公共事业管理

114 2143011211406440 张饶 男 专升本 公共事业管理

115 2143018115503923 李根秀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16 2143020115504926 唐小童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17 2143020115509964 杨洋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18 2143020115512039 袁国栋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19 2143042215500443 黄灿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0 2143050115503352 刘梅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1 2143060115504470 廖友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2 2143072315500552 黄明伟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3 2143102315501208 胡锦波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4 2143122615500023 陈昌振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5 2143130215501455 聂绍朝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6 2165251015100066 蔡玲玲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7 2143011115104999 谢小媛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8 2143011115113197 杨文武 男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29 2143090215101155 龚毅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30 2143090215101656 欧阳红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31 2143110315105401 张三艳 女 专科 工商企业管理

132 010504553 吴文森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33 010611661 钟婷婷 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34 011303962 杨伟均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35 030318113 柳宗材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36 030510400 产昊 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37 030602744 张淇 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38 030612598 吴喜冬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39 030713404 杜夕阳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0 030904127 余俊林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1 031100524 吴双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2 060502550 于中奇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3 090102210 梁耀文 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4 140109766 陈鹏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5 172300268 吴晓鹏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6 190103715 刘惠银 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7 190106310 马志威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8 190110234 马浩铭 男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49 190118490 吴丽丽 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50 2143020114501078 李宇宝 男 高起本 工商管理

151 2143100311403351 邓小芬 女 专升本 工商管理

152 060503053 邓海锋 男 专升本 法学

153 060608918 张静 男 专升本 法学

154 190119357 周杰 女 专升本 法学

155 2143020114104012 丁徐柔 女 高起本 法学

156 2143010311301561 黄斌 男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7 2143020111308228 凌梦云 男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8 2143070311300753 丁秋玉 女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9 2143120111300248 田玉容 女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0 2143010514513040 唐琦 男 高起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1 030605656 熊太明 男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2 182300218 黄佩娴 女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63 2143068115101300 王叶 女 专科 大数据与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