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籍状态

180803030421 汪小晓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4班 休学

180802010515 龙晓莉 女 财经学院 会计学 5班 休学

170802020205 李红芬 女 财经学院 金融工程 2班 休学

160802050152 罗瑞祥 男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1班 休学

170803030335 叶露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3班 休学

170803040111 周泰吉 男 财经学院 证券与期货 1班 休学

170803030323 张冬兰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3班 休学

170803030639 贺嘉伦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6班 休学

170803030431 虞水婷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4班 休学

170802010447 杨牛栏 男 财经学院 会计学 4班 休学

170802010236 李小青 女 财经学院 会计学 2班 休学

170802010417 贾倩 女 财经学院 会计学 4班 休学

170803030546 薛衍浩 男 财经学院 会计 5班 休学

170803030456 许书友 男 财经学院 会计 4班 休学

170802020241 朴威钢 男 财经学院 金融工程 2班 休学

180803060126 龚又晖 男 财经学院 金融管理 1班 休学

170803040135 周涛 男 财经学院 证券与期货 1班 休学

180803030164 廖滢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1班 休学

180803030261 朱光亚 男 财经学院 会计 2班 休学

190802050156 符旺 男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1班 休学

180803030214 张冯依璇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2班 休学

180803060170 何谨祥 男 财经学院 金融管理 1班 休学

190803030353 赖忠元 男 财经学院 会计 3班 休学

190803030330 廖小雅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3班 休学

190803030410 吴输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4班 休学

190803050121 胡鹏 男 财经学院 投资与理财 1班 休学

190803060131 刘寒雪 女 财经学院 金融管理 1班 休学

190803030243 韦陆萱 女 财经学院 会计 2班 休学

190803050114 彭旭凡 男 财经学院 投资与理财 1班 休学

170703010211 付鑫 女 传媒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班 休学

170703010242 舒宇 男 传媒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班 休学

190703010217 韩贤精 男 传媒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2班 休学

200703040134 刘承阳 男 传媒学院 影视编导 1班 休学

170303040122 温景鑫 男 电子与信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1班 休学

190303040141 陈佳颖 男 电子与信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1班 休学

190303040114 余德海 男 电子与信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1班 休学

181803010355 王亮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3班 休学

171803010251 符星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2班 休学

171803010219 张松洋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2班 休学

191803030136 聂新坤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班 休学

191803010122 李江山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1班 休学

191803030131 慎江丰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班 休学

170403030223 段嘉明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班 休学

170403030232 李施宇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班 休学

170403030233 马万鑫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班 休学

190403030124 罗政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班 休学

拟对逾期未复学及超出最长学习年限学生作退学处理名单



200403030137 洪昌辉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班 休学

171003020213 孙雨晴 女 航天航空学院 空中乘务 2班 休学

171003020208 陈超 女 航天航空学院 空中乘务 2班 休学

171002010115 袁鑫 男 航天航空学院 表演 1班 休学

191003020135 高超 男 航天航空学院 空中乘务 1班 休学

191003020247 吴重海 男 航天航空学院 空中乘务 2班 休学

191003020149 梁明凉 男 航天航空学院 空中乘务 1班 休学

201003020532 韩晨曦 男 航天航空学院 空中乘务 5班 休学

170203050113 罗俊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1班 休学

180203030110 徐康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班 休学

180103040448 陈鑫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4班 休学

150103020227 江昭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班 休学

170103020321 胡峻铭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班 休学

170103020303 丁勇昌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班 休学

170103020216 李彪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班 休学

170103020158 杨通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班 休学

170103050160 刘连鹏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班 休学

180103020242 何云清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班 休学

170103020207 付海宽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班 休学

170103020265 刘天伟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班 休学

170103020168 江鑫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班 休学

190103050155 帅徐炅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1班 休学

190103040131 刘海琛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技术 1班 休学

190102010526 钟东京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班 休学

180102030207 王杰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2班 休学

200103050262 郑毅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2班 休学

200103020124 彭斌浩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班 休学

180903010230 缪小龙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班 休学

170903010338 胡松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3班 休学

190903010228 王辰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班 休学

190903010232 何祥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班 休学

190903010122 杨俊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班 休学

190903010214 高星涛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班 休学

190903010129 李检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班 休学

201803010216 曾威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2班 休学

200903010258 王宇杰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班 休学

190603010102 梁雪松 女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1班 休学

190603040125 周紫轩 男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1班 休学

190603050144 曾浩炎 男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班 休学

190603010101 吴丽兰 女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1班 休学

190603040105 张凯丽 女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1班 休学

200603010134 华永辉 男 美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1班 休学

191102010107 廖敏 女 人文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1班 休学

201103050242 熊志雪 女 人文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班 休学

201103030127 汤舒婷 女 人文教育学院 心理咨询 1班 休学

181302050102 龚孙雪 女 体育学院 表演(体育表演) 1班 休学

181302050122 麦雨梦 女 体育学院 表演 1班 休学

171302050115 王炜洁 女 体育学院 表演 1班 休学



191303010132 郑浩明 男 体育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1班 休学

201302050115 高芯叶 女 体育学院 表演(体育表演方向)1班 休学

170503010226 金婧 女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班 休学

170503010131 熊文琴 女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1班 休学

170503010239 郑迦得 男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2班 休学

170502010117 余龙燕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班 休学

170502010301 曹丽晔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3班 休学

170502610236 嘎玛 男 外国语学院 翻译 2班 休学

170502610120 张婷 女 外国语学院 翻译 1班 休学

180502010142 邹艾 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班 休学

130702030532 陈俊宇 男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5班 暂缓注册

151702020134 郑嘉兴 男 音乐学院 音乐学 1班 暂缓注册

130602060145 乐毅 男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1班 暂缓注册

140602090150 杨柳 男 艺术学院 表演 1班 暂缓注册

150802010646 马志涛 男 财经学院 会计学 6班 暂缓注册

151702090226 王子宁 男 音乐学院 表演 2班 暂缓注册

150903010520 吴洪洪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5班 暂缓注册

151202090121 向淼 男 新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51702090231 王海涛 男 音乐学院 表演 2班 暂缓注册

150902010431 徐辉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4班 暂缓注册

151202060115 薛其智 男 新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51002030252 林志强 男 航天航空学院 表演 2班 暂缓注册

150902010232 吁宇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班 暂缓注册

150702010128 赖频 男 传媒学院 广告学 1班 暂缓注册

150802010855 伍金旦增 男 财经学院 会计学 8班 暂缓注册

150802020255 熊勇 男 财经学院 金融工程 2班 暂缓注册

151202060108 梅开封 男 新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生物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51102050128 陈伟琪 男 人文学院 工程造价 1班 暂缓注册

160803030555 阙仁康 男 财经学院 会计 5班 暂缓注册

161003020206 童瑶 女 航天航空学 空中乘务 2班 暂缓注册

161003020303 肖义慧 女 航天航空学 空中乘务 3班 暂缓注册

160403040159 李长青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1班 暂缓注册

161303010104 高国猛 男 体育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1班 暂缓注册

161103050116 李小花 女 人文教育学 学前教育 1班 暂缓注册

160903010330 杨浩南 男 建筑工程学 建筑工程技术 3班 暂缓注册

160603040123 李自超 男 美术与设计 艺术设计 1班 暂缓注册

160903010306 江付鑫 男 建筑工程学 建筑工程技术 3班 暂缓注册

160902010149 吴强 男 建筑工程学 土木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60103050460 徐一正 男 计算机信息 电子商务 4班 暂缓注册

160102030248 刘恒 男 计算机信息 软件工程 2班 暂缓注册

160103050457 张成铭 男 计算机信息 电子商务 4班 暂缓注册

160903010341 周平熙 男 建筑工程学 建筑工程技术 3班 暂缓注册

160502010320 徐思 女 人文教育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班 暂缓注册

160302010140 刘海辉 男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60702030154 高腾飞 男 传媒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班 暂缓注册

161702090228 赵怡茹 女 音乐学院 表演 2班 暂缓注册

161702090122 程雪瑶 女 音乐学院 表演 1班 暂缓注册

160902010135 潘作泉 男 建筑工程学 土木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61702090206 万哲 女 音乐学院 表演 2班 暂缓注册

161702090245 甘志清 男 音乐学院 表演 2班 暂缓注册

160702070247 钱静 女 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2班 暂缓注册

161502010144 邓钰 男 政法学院 法学 1班 暂缓注册

161702090127 王静雨 女 音乐学院 表演 1班 暂缓注册

161702090113 宋丽雲 女 音乐学院 表演 1班 暂缓注册

160903010108 岑志虎 男 建筑工程学 建筑工程技术 1班 暂缓注册

161403010213 梁玉兰 女 高级护理学 护理 2班 暂缓注册

160103020111 郑义安 男 计算机信息 计算机网络技术 1班 暂缓注册

161303010111 龚伟豪 男 体育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1班 暂缓注册

160403050146 刘思远 男 工商管理学 物流管理 1班 暂缓注册

161003020225 张佳乐 女 航天航空学 空中乘务 2班 暂缓注册

161003020246 陈加齐 男 航天航空学 空中乘务 2班 暂缓注册

160603050110 冯霄飞 男 美术与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班 暂缓注册

141302010107 甘心 男 体育学院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班 暂缓注册

161003020150 王云博 男 航天航空学 空中乘务 1班 暂缓注册

161103030125 吴松 男 人文教育学 心理咨询 1班 暂缓注册

160903010221 黄彤 男 建筑工程学 建筑工程技术 2班 暂缓注册

160903010317 邱豪 男 建筑工程学 建筑工程技术 3班 暂缓注册

160103010257 潘佳瑶 女 计算机信息 计算机应用技术 2班 暂缓注册

161803010556 徐鹏 男 工程管理学 工程造价 5班 暂缓注册

161303010117 揭勇健 男 体育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1班 暂缓注册

160903010326 姚信周 男 建筑工程学 建筑工程技术 3班 暂缓注册

160802020147 梁鹏 男 财经学院 金融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40903010716 欧阳宗雄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7班 暂缓注册

161703060119 杨正伟 男 音乐学院 音乐表演 1班 暂缓注册

160502010238 唐晗娟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班 暂缓注册

160302010135 匡林 男 电子与信息 电子信息工程 1班 暂缓注册

160803030467 梅宇新 男 财经学院 会计 4班 暂缓注册

150403030236 刘春江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班 暂缓注册

161502010151 李荣昌 男 政法学院 法学 1班 暂缓注册

161702090226 晏璐婷 女 音乐学院 表演 2班 暂缓注册

160103050469 熊盛煌 男 计算机信息 电子商务 4班 暂缓注册

171303010113 邵美淇 男 体育学院 体育运营与管理 1班 暂缓注册

170403030222 陈磊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班 暂缓注册

170603040145 徐一涵 男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1班 暂缓注册

171803010522 邓楼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5班 暂缓注册

170203050166 汤涛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班 暂缓注册

170203060137 刘琪 男 机电工程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1班 暂缓注册

170103010539 汪如坤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5班 暂缓注册

171503010143 熊志强 男 政法学院 法律事务 1班 暂缓注册

170103050423 江训龙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4班 暂缓注册

170403030249 姜叶青 女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班 暂缓注册

170403030109 胡醒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班 暂缓注册

171803010451 余文强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4班 暂缓注册

171803010542 汪圣恩 男 工程管理学院 工程造价 5班 暂缓注册

170103010503 刘宏伟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5班 暂缓注册

170103050336 陈飞龙 男 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商务 3班 暂缓注册



171503010116 王婷婷 女 政法学院 法律事务 1班 暂缓注册

170603040109 杨薇 女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1班 暂缓注册

170203060129 廖健 男 机电工程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1班 暂缓注册

170603040110 朱婧 女 美术与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1班 暂缓注册

170703010123 陈志鹏 男 传媒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1班 暂缓注册

170403030212 谭鑫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2班 暂缓注册

171003020207 朱凤娇 女 航天航空学院 空中乘务 2班 暂缓注册

170403030161 邹祥辉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班 暂缓注册

171103050216 张静 女 人文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班 暂缓注册

170303010108 姜波 男 电子与信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1班 暂缓注册

170903010151 张海强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班 暂缓注册

150603040229 余敏 男 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1班 暂缓注册

161803010360 张成博 男 工程管理学 工程造价 3班 暂缓注册

171111111111 赵师平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班 暂缓注册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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