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邵院继教〔2022〕10 号 

 

关于对旷美江等 63 名学历继续教育新生作          

放弃入学资格处理的公告 

各有函授站（点）和相关同学：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令第 41 号）第三章第八条“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

取通知书，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

不能按期入学的，应当向学校请假。未请假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

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和《邵阳学院学历

继续教育学生学籍管理规定》（邵院政字【2017】53 号）第二章第

三条“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须以书面形式向继续教育学院或学校

各函授站（点）请假。未请假者，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视为自动

放弃入学资格。” 截止 2022 年 4月 10 日，邵阳学院 2022 级学历

继续教育新生有 63 名学生未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注册且未向学校请

假，也无有效的联系方式，现对旷美江等 63 名学生作放弃入学资

格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39—5433362 

附件：2022 级学历继续教育新生放弃入学资格学生名单 

邵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2 年 4 月 11 日 

 



附件：2022 级学历继续教育新生放弃入学资格学生名单 

 
考生号 姓名 性别 层次 录取专业 

2143042115500111 旷美江 女 高起专 临床医学 

2143050111303305 曾志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143050111303812 何鹏 男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43050111613349 张玉婷 女 专升本 体育教育 

2143050115502273 刘春红 女 高起专 药学 

2143050115506061 孙利群 男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43050115512042 刘武 男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43052115503658 曾令辉 男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43052415500244 陈珂 男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43058115501411 戴建平 男 高起专 临床医学 

2143092211400114 王可佳 女 专升本 药学 

2143130111804869 李凯 女 专升本 护理学 

2146020011416629 李绍兴 男 专升本 药学 

2145020015501043 韦丽柳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5020015502038 梁月娇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5022315500263 李媛媛 女 高起专 药学 

2145022515500036 杨贵娥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5022515500050 吴影丹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5048111800287 黎慧华 女 专升本 护理学 

2145050014500188 李余娟 女 高起本 护理学 

2145072111800004 李可儿 女 专升本 护理学 

2145072115500392 何秋梅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5072215500724 邱小月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5090015501139 陈燕维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5092211800200 冯夏静 女 专升本 护理学 

2143050111108169 薛碧晴 女 专升本 汉语言文学 

2143102611800334 谭华霞 女 专升本 临床医学 

2143050115504433 王慧 女 高起专 临床医学 

2143120111800657 张海洋 男 专升本 临床医学 

2143122411801106 方辉 女 专升本 临床医学 

2143102815500136 周双艳 女 高起专 护理 

2143058111501393 达文兵 男 专升本 法学 

2143058111501298 董斌 男 专升本 法学 

2143058111501281 胡小斌 男 专升本 法学 

2143050115505938 李佳豪 男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43052915500224 刘再盛 男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43050115508971 唐雄 男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43058111401415 刘孙平 男 专升本 管理科学 

2143052111302167 罗艳飞 男 专升本 土木工程 



2143050115510812 伍艳梅 女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2143058171501382 夏太和 男 专升本 法学 

2143058111501404 余建平 男 专升本 法学 

2143050171413886 袁晓敏 男 专升本 会计学 

2143310115503514 张凤荣 女 高起专 药学 

2143050114513490 刘勇 男 高起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143058171501761 吴源 男 专升本 法学 

2143052115502261 马小苏 女 高起专 计算机应用技术 

2145048115500160 陈炳祥 男 高起专 护理 

2143042411501113 李学林 男 专升本 法学 

2143042311800838 曹鑫 女 专升本 护理学 

2143040111307399 陈红丽 女 专升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43052714500310 龙宪福 男 高起本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43050114510160 吴瀚 男 高起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143050114513540 姚强 男 高起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143012115505642 谭娟 女 高起专 药学 

2143018115500181 吴艳花 女 高起专 药学 

2143042115500132 陈金凤 女 高起专 临床医学 

2143050115505664 谢元元 女 高起专 大数据与会计 

2143050171314570 谢君 男 专升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143052311200774 姚林武 男 专升本 美术学 

2143052415500720 彭梅 女 高起专 药学 

2143080211302371 马贵平 男 专升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 

2143112215501891 郑鹏 男 高起专 建筑工程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