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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文 件
郴职院字〔2020〕40 号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对 49名成绩不合格学生的处理决定

各院系、部门：

我校现有卞梓鉴等 49 名学生在 2019-2020 学年（2019 年下

期至 2020 年上期）内经补考后仍有 5 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经各

院系党政联席会议研究,根据《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实施细

则》第四章第十八条规定，给予卞梓鉴等 44 名学生留级处理。

根据《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七章第三十

一条规定，张智权等 5名学生留级后的一学年内，经补考后仍有

5门及以上课程不及格，对其作退学处理。

附件：1.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留级学生名单（共 44 人）

2.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退学学生名单（共 5人）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1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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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留级学生名单（共 44人）

序号 姓名 院系 班级 学号

1 卞梓鉴 财政经济学院 会计(3)196班 201930110651

2 欧阳昕升 信息工程学院 电信(3)191班 201930360125

3 何福兵 信息工程学院 电信(3)191班 201930360142

4 廖立 信息工程学院 电信(3)191班 201930360129

5 彭佳颖 信息工程学院 动漫(3)191班 201830300087

6 曾鹏程 信息工程学院 动漫(5)161班 201650340126

7 王泽浩 信息工程学院 动漫(5)161班 201650340136

8 邓涛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1班 201930310147

9 李国良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1班 201930310124

10 何政霖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1班 201930310230

11 刘威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1班 201930310126

12 陈潇亮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1班 201930310128

13 宋波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2班 201930310262

14 段云波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2班 201930310256

15 段思炼 信息工程学院 计用(3)192班 20193031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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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何健文 信息工程学院 数媒(3)191班 201930330137

17 陈嘉逵 信息工程学院 数媒(3)191班 201930330170

18 李日刚 信息工程学院 数媒(3)191班 201930330159

19 雷丰伟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机电(3)191班 201930610240

20 肖定勇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机电(3)191班 201930610241

21 黄红钢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机电(3)192班 201930610110

22 邝耀柱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机电(5)161班 201650610110

23 阳佳节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机器人(3)181班 201830600116

24 邹红蔚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机器人(3)191班 201930640137

25 叶志 现代装备制造学院 数控(3)191班 201930620114

26 熊子涛 建筑工程学院 建工(3)192班 201930710221

27 李金涛 建筑工程学院 建工(3)193班 201930710325

28 刘振华 建筑工程学院 建工(3)193班 201930710334

29 李衍鹏 建筑工程学院 建工(3)193班 201930710309

30 王生辉 建筑工程学院 建装(5)181班 201850700046

31 曹智勇 建筑工程学院 造价(3)191班 201930740136

32 李湖滨 建筑工程学院 造价(3)192班 201930740201

33 段震宇 建筑工程学院 造价(5)171班 201750740138

34 刘郴辉 工商管理系 电商(3)192班 201930210222

35 贺永杰 工商管理系 物流(3)181班 201630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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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黄义康 工商管理系 物流(3)181班 201630200217

37 李俊南 工商管理系 物流(3)191班 201930240142

38 李夏鹏 工商管理系 物流(5)171班 201750240106

39 张垚 工商管理系 营销(3)192班 201930220205

40 杨涛 工商管理系 营销(3)192班 201930220225

41 邝舒斌 工商管理系 营销(5)191班 201950220151

42 李慕寒 汽车工程系 汽营(5)192班 201950540131

43 肖宁龙 旅游与公共服务管理系 旅管(3)182班 201930410213

44 李文星 旅游与公共服务管理系 旅管(3)191班 20193041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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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退学学生名单（共 5人）

序号 姓名 院系 班级 学号

1 张智权 信息工程学院 电信(3)191班 201830600232

2 曹堇伟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3)191班 201830300143

3 唐煜锋 建筑工程学院 建工(5)171班 201650710128

4 阳卓轩 建筑工程学院 建装(5)181班 201850700035

5 王程 建筑工程学院 建装(5)181班 20185070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