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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未在学校规定最长修业年限内完成学业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层次 

1 14112609001 李耿 工商管理 高起本 

2 14112609005 张丹 工商管理 高起本 

3 14112609006 郭凯程 工商管理 高起本 

4 14112609015 蒋斌斌 工商管理 高起本 

5 14112609016 邓小琴 工商管理 高起本 

6 14112609027 陆丹 工商管理 高起本 

7 14112609029 任淑萍 工商管理 高起本 

8 14112609044 陆佩峰 工商管理 高起本 

9 14112632020 朱松松 工商管理 高起本 

10 14112632024 施晓燕 工商管理 高起本 

11 14112632029 李超 工商管理 高起本 

12 15124133008 阮斌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13 15124133009 王海兰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14 15124133013 游力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15 15124133022 陈兵 机电一体化技术 专科 

16 16121809002 陈红梅 会计 专科 

17 16121833004 曾晓莹 会计 专科 

18 16121833007 刘佩芝 会计 专科 

19 16124301004 潘雅月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20 16124301006 花双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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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层次 

21 16124333004 陈传升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22 16124333029 赵李益飞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23 16124333033 胡宗举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24 16124333036 刘港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25 16124333049 张成龙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科 

26 16124408008 严荣荣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27 16124408025 马月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28 16124409015 杨树德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29 16124409017 吴立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0 16124409018 沈杰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1 16124432036 李仙逸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2 16124432045 胡鸿迪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3 16124432055 褚美丽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4 16124432072 毕心茹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5 16124432076 高志强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6 16124433013 陈耀炯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7 16124433062 廖新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8 16124433069 王永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39 16124433073 谢李诗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40 16141816014 王芳 会计学 专升本 

41 16141816023 陈子翼 会计学 专升本 

42 16141833019 柳超 会计学 专升本 

43 16141833036 孙妍 会计学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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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层次 

44 16141833038 赵宁 会计学 专升本 

45 16142201007 周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46 16142215003 赵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47 16142215010 芦鹏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48 16142233023 徐庄臣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49 16142233030 韩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50 16142233047 刘亮东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升本 

51 16142601021 徐秋旻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2 16142608061 顾成凯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3 16142609026 平伟霞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4 16142616011 张一君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5 16142616052 吕佩瑶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6 16142616061 黄雄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7 16142616086 惠佳雨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8 16142632013 刘伯俊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9 16142632025 施伟炎 工商管理 专升本 

60 16142633082 刘丹丹 工商管理 专升本 

61 16143315007 宋婧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62 16143315014 翁超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63 16143333044 王晨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64 16143333067 汪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65 16143620037 张仕 医疗器械工程 专升本 

66 16143620044 毛屹峰 医疗器械工程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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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层次 

67 16143620064 彭俊棕 医疗器械工程 专升本 

68 16143620076 张雪雯 医疗器械工程 专升本 

69 16143620083 金磊 医疗器械工程 专升本 

70 16143620090 范双凯 医疗器械工程 专升本 

71 16144620001 刘蔚菁 医疗器械工程 专升本 

72 16144701008 孙润孜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73 16144701014 张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74 16144701016 季世凡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75 16144715002 王哲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76 16144715007 李宗丽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77 16144715008 李至灵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78 16144715010 庞帅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79 16144715011 黄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专升本 

80 16144820001 丁友江 工程管理 专升本 

81 16144820022 杨军 工程管理 专升本 

82 16144820023 胡玉芳 工程管理 专升本 

83 16144820025 段海荣 工程管理 专升本 

 

二、休学期满，未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出复学申请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层次 

1 18142632071 李玲丽 工商管理 专升本 

2 19141816068 王慧云 会计学 专升本 

3 19142608065 宋风荣 工商管理 专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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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专业 层次 

4 19142616036 袁圆 工商管理 专升本 

5 19142616096 汤清 工商管理 专升本 

6 19142616162 孙婷 工商管理 专升本 

7 19142616205 孙桥 工商管理 专升本 

8 J2041618119 梅小林 会计学 专升本 

9 J2041618138 姚佳丽 会计学 专升本 

10 J2041626120 崔海文 工商管理 专升本 

11 J2041626154 管致远 工商管理 专升本 

12 J2041626327 伍传锋 工商管理 专升本 

 

 

 

 

 

 

 

 

 

 

 

 

 

校长办公室                    2021年 5月 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