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
饶师院教字〔2020〕36 号

关于公布周镇坤等 146 名学生学籍异动情况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校内相关部门：

现将 2019—2020 学年度第 2学期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学籍异动结

果通知如下：

1．休学一年（6 人）

第一次申请休学学生及原所在班级（6 人）

18 数（2）周镇坤 18 数（4）曾金奇 18 外（7）郭可欣

17 史（5）麦惠珍 19 史（3）牟芯慧 19 生（6）徐华铮

2．复学（8 人）

休学期满复学学生（8 人）

19 物（3）徐 阳 19 文（7）马静茹 18 外（3）邹梦莹

17 史（1）袁迎香 17 史（5）杨阿干 18 体（3）程郑思远

18 教（1）吴秋蓉 18 教（2）刘 婷

3．退学（3 人）

17 教（4）洪秀娟 （饶师院字〔2020〕36 号）



19 史（5）朱莉佳 （饶师院字〔2020〕36 号）

16 音（6）刘思颖 （饶师院字〔2020〕36 号）

4.转学（1 人）

童 言 由北京理工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转入我校19级

会计学专业

5．死亡（1 人）

18 史（3）胡喜平

6．转专业（127 人）

19120356 左斯羽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生物科学专业

19120314 孔 堞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生物科学专业

19120348 张圣源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生物科学专业

19120328 宋 鑫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生物科学专业

19120319 李全林 园林专业转入生物科学专业

19060503 陈雨欣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会计学专业

19060516 刘辉辉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会计学专业

19060518 刘丽莎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会计学专业

19060534 徐传飞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会计学专业

19130709 郭晓慧 工商管理专业转入会计学专业

19130730 童小欢 工商管理专业转入会计学专业

19120350 郑少华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19070406 郭雨萱 地理科学专业转入法学专业

19110505 韩 瑞 小学教育专业转入法学专业

19110418 司 翔 小学教育专业转入法学专业

19130108 方 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转入法学专业

19060107 杜家兴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转入法学专业



19120116 兰佳欣 生物科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120342 杨 岚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120312 胡佳鑫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30458 张 敏 环境科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30327 欧阳悦欣 应用化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30410 洪琬莹 环境科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30535 温强博 材料化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30113 黄 琪 化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30454 应骏蕾 环境科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10519 刘 玮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10331 邵雨琪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20644 周 斌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转入商务英语专业

19020543 张 越 教育技术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20512 胡温景 教育技术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60540 俞诗雯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60504 程慧玲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60330 彭微琴 法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40545 余朵琳 新闻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40307 李钰清 汉语言文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40403 陈佳琪 汉语言文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130131 宋子姣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转入翻译专业

19130301 曹郁怡 会计学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130240 余 慧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130606 黄 容 市场营销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50210 姜肖颖 商务英语专业转入英语专业



19070616 李慧琴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19060531 谢小芳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19110214 刘玉龙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11 廖海芳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05 黄美霞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30 吴莹梅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02 陈 静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06 黄旖旎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31 吴雨轩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22 饶江旭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238 张霞玲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321 潘鹏沛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322 阮林燕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314 黄文静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307 陈宇彤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110311 冯乔琳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030419 蒋佳欣 环境科学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060519 刘露叶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060548 祝懿婕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060509 胡湘芸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小学教育专业

19030309 邓子晗 应用化学专业转入化学专业

19030335 汪舒庭 应用化学专业转入化学专业

19030509 辜丽君 材料化学专业转入化学专业

19070613 姜雪清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化学专业

19110228 王彦萍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20513 胡筱媛 教育技术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70437 郑宇菲 地理科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130407 何小丁 会计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03 陈昱群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15 赖怡凝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24 毛思婷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38 熊无忧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26 邱雅芳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12 江玉婷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58 左艺如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37 魏紫仪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40557 祝雯娜 新闻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130440 钟 婕 会计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70610 辜心月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130138 严慧珍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60402 程佳俊 法学专业转入汉语言文学专业

19010457 祝康敏 经济统计学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010522 马梓萌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010535 伊继云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010546 朱益健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030547 赵乐雯 材料化学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030141 叶星妤 化学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120336 吴文婷 生物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020313 何佳敏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020320 李嘉欣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020308 甘晨佳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020202 曹赞龙 物理学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020116 刘一梵 物理学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020322 罗梦玲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020648 邹铖铖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转入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

19130638 周海彦 市场营销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030534 魏子皓 材料化学专业转入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19090315 孙芊慧子 美术学专业转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9090320 严凡凡 美术学专业转入环境设计专业

19090709 李 银 美术学专业转入环境设计专业

19090725 周国涛 美术学专业转入视觉传达专业

19091507 赖炳辉 环境设计专业转入美术学专业

19091511 莫诗瑜 环境设计专业转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9090405 胡卓伟 美术学专业转入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19020333 魏祖焰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转入物理学专业

19020623 潘 茜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转入物理学专业

19070502 曹 越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地理科学专业



19070534 吴佩佳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70618 李衍萱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70623 刘桂金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70536 肖连华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70641 杨 娟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70617 李佩茹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地理科学专业

19070611 何 璇 旅游管理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70307 郭田丰 地理科学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130418 潘晓楠 会计学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50715 关荣祥 英语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60502 陈 婷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地理科学专业

19060514 李泓静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060524 沈凯丽 行政管理专业转入地理科学专业

19110217 聂锦红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地理科学专业

19110226 王瑞莲 学前教育专业转入地理科学专业

19110535 张 煜 小学教育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19110422 王 彤 小学教育专业转入地理科学专业

19110515 刘许婷 小学教育专业转入历史学专业

特此通知

上饶师范学院教务处

2020 年 7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