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2018-2019 学年学生学籍处理结果 

公 示 
 

根据《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办法》第四章

第十八条规定，给予 39名学生降级、2名学生退学处理（具体名单见

附件）。现将名单予以公示，若对学生学籍处理持有异议，请书面向黄

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反映。 

公示时间为：2019 年 11 月 4日至 11 月 8日。 

教务处联系人：韩老师 

联系电话：0371-23658035。 

（注：反映问题应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受理匿名反映材料） 

附件：学生学籍处理情况一览表。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附件： 

学生学籍处理情况一览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院系 班级 处理结果 

1 2018032201 侯玉杰 测绘工程学院 地籍测绘 1801 降级 

2 2017100814 姜乘文 测绘工程学院 测绘技术 1803 降级 

3 2017030624 韦小强 测绘工程学院 地理信息 1701 降级 

4 2018032202 张慧东 测绘工程学院 地籍测绘 1801 降级 

5 2018032207 张乐豪 测绘工程学院 地籍测绘 1801 降级 

6 20151230139 张云鹏 测绘工程学院 地籍测绘 1702 退学 

7 
2018080310 张秀杰 电气工程学院 电信工程 1803 降级 

8 
2017022602 曾繁盛 国际教育学院 土木检测(W)1802 降级 

9 
2017022303 董德林 国际教育学院 建筑工程(W)1802 降级 

10 
2018050240 黄晓凯 国际教育学院 环境艺术(W)1801 降级 

11 
2018050306 马浩康 国际教育学院 道路桥梁(W)1801 降级 

12 
2018050606 潘威辰 国际教育学院 环境艺术(W)1801 降级 

13 
2018050509 魏  帝 国际教育学院 环境艺术(W)1801 降级 

14 
2018090106 武云昊 国际教育学院 道路桥梁(W)1801 降级 

15 
2018050725 谢正大 国际教育学院 环境艺术(W)1801 降级 

16 
2018050414 杨嘉濠 国际教育学院 土木检测(W)1802 降级 

17 
2018032231 尹焯锐 国际教育学院 道路桥梁(W)1801 降级 

18 
2018060726 陈皓哲 环境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1802 降级 

19 
2017040210 李鑫峰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机械 1702 降级 

20 
20161010918 彭一展 机械工程学院 模具设计 1701 降级 

21 
2018040201 孙豫西 机械工程学院 数控技术 1802 降级 

22 
2018091026 李瑞雨 金融与会计学院 注会 1803 降级 

23 
20141030839 郭胜杭 商务与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1702 降级 

24 
2017110315 李卓琳 商务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1801 降级 

25 2017060404 杜帅斌 水利工程学院 工程监理 1702 降级 



序号 学号 姓名 院系 班级 处理结果 

26 2017013307 杜宇川 水利工程学院 水文地质 1801 降级 

27 2017011404 郭苗苗 水利工程学院 水工造价 1703 降级 

28 2018012020 刘忠赫 水利工程学院 水文水资源 1801 降级 

29 20161071721 齐相迎 水利工程学院 水利检测 1701 降级 

30 2017070127 申栋文 水利工程学院 水文水资源 1801 降级 

31 2018010301 杨啸远 水利工程学院 水利建筑 1801 降级 

32 2017060639 张勇斌 水利工程学院 水工建筑 1705 降级 

33 2017022502 陈  卓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土木检测 1802 降级 

34 20161092117 刘世太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 1703 降级 

35 2017021621 魏圣祖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704 降级 

36 2017061133 杨明华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1703 降级 

37 
2017070501 楚慧芳 信息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 1702 降级 

38 
2017070608 韩博雄 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技术 1701 降级 

39 
2017070515 李亚鸣 信息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 1702 降级 

40 
2017070921 刘  强 信息工程学院 微机应用 1701 降级 

41 
20151100524 王  阳 信息工程学院 数字媒体 1702 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