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动类
别

学院 学号 姓名 性 别 异动前班级 异动后班级 异动原因 异动说明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45510113105 朱文欣 男 14农检一班（5年） 14农检一班（5年）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45510301109 侯海强 男 14畜牧兽医一班（5年） 14畜牧兽医一班（5年） 休学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630223132 张贵才 男 16畜牧兽医五班 16畜牧兽医五班 休学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630223258 倪唐海 男 16畜牧兽医二班 16畜牧兽医二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630224165 赵小双 男 16动物医学一班 16动物医学一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113220 曹羽 男 17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一班 17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一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1148 程国晋 男 17畜牧兽医一班 17畜牧兽医一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1337 黄文亮 男 17畜牧兽医三班 17畜牧兽医三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1519 代庆武 男 17畜牧兽医五班 17畜牧兽医五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1541 周琛 男 17畜牧兽医五班 17畜牧兽医五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1611 鄂镐添 男 17畜牧兽医六班 17畜牧兽医六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2101 和乐 男 17动物医学一班 17动物医学一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90103208 颜文智 男 17食品质量与安全一班 17食品质量与安全一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90103235 毕艳华 男 17食品质量与安全一班 17食品质量与安全一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315510111227 罗东升 男 15农产品质量检测二班 15农产品质量检测二班 参军

休学 畜牧兽医学院 315510301303 王云坤 男 15畜牧兽医三班 15畜牧兽医三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630326133 赵宏程 男 16园林技术一班 16园林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107209 金永进 男 17园艺技术二班 17园艺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107234 施建辉 男 17园艺技术二班 17园艺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107319 张应谋 男 17园艺技术三班 17园艺技术三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201101 周建云 男 17林业技术一班 17林业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201142 邓忠花 男 17林业技术一班 17林业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202104 张永奇 男 17园林技术一班 17园林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202204 王映钦 男 17园林技术二班 17园林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202211 张芸珲 男 17园林技术二班 17园林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202217 鲁学毅 男 17园林技术二班 17园林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30308118 刘剑威 男 17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一班 17农村能源与环境技术一班 参军

2017-2018第一学期学籍清查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40106141 高艳雄 男 17园林工程技术一班 17园林工程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650111147 王光和 男 17环境艺术设计一班 17环境艺术设计一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315510202121 邓刚 男 15园林技术一班 15园林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园林园艺学院 315510202127 俸玉华 男 15园林技术一班 15园林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630513245 陈诚 男 16作物生产技术二班 16作物生产技术二班 休学

休学 农学院 1630519161 何正龙 男 16药品生产技术一班 16药品生产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01105 岩更 男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01108 昂耀 男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01124 谢国鑫 男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01142 杨文党 男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17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01219 王俊煌 男 17作物生产技术二班 17作物生产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01303 四戈 男 17作物生产技术三班 17作物生产技术三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02105 张杰严 男 17种子生产与经营一班 17种子生产与经营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10115 唐进勇 男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一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10209 李飞 男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10217 唐锋 男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10230 王鑫 男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10255 高霖 男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10344 李国扬 男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三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三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111149 史昊旻 男 17烟草栽培与加工一班 17烟草栽培与加工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401107 李发改 男 17水产养殖技术一班 17水产养殖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10401134 丁思周 男 17水产养殖技术一班 17水产养殖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90202311 杨航 男 17药品生产技术三班 17药品生产技术三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90202356 任锋云 男 17药品生产技术三班 17药品生产技术三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173590401132 王洪宝 男 17药品经营与管理一班 17药品经营与管理一班 参军

休学 农学院 315510107333 郑琼丽 女 15中草药栽培技术三班 15中草药栽培技术三班 其他

休学 农学院 315510108101 张伟 男 15烟草栽培技术一班 15烟草栽培技术一班 休学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353316114 刘昱霖 男 13农业经济管理一班（3+2） 13农业经济管理一班（3+2）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633312150 妥国洋 男 16计算机网络技术一班 16计算机网络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510118105 沈朝院 男 17农业经济管理一班 17农业经济管理一班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10201118 张建平 男 17计算机应用技术一班 17计算机应用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10202231 罗阳 男 17计算机网络技术二班 17计算机网络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447 王莹鑫 女 17财务管理四班 17财务管理四班 休学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458 朱恒 男 17财务管理四班 17财务管理四班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632 张泽辉 男 17财务管理六班 17财务管理六班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801113 计宣全 男 17电子商务一班 17电子商务一班 参军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801150 刘莹 女 17电子商务一班 17电子商务一班 休学

休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90206111 马机鲁 男 17行政管理一班 17行政管理一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634102104 毕智椿 男 16工程造价一班 16工程造价一班 休学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20301123 张盛欢 男 17工程测量技术一班 17工程测量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20301146 胡晋威 男 17工程测量技术一班 17工程测量技术一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20301208 王成兴 男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20301230 左发春 男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20301232 张仙泽 男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40502106 张永锋 男 17工程造价一班 17工程造价一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40502316 赵少康 男 17工程造价三班 17工程造价三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40502518 吴连申 男 17工程造价五班 17工程造价五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173550201120 马艳平 男 17水利工程一班 17水利工程一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315560502132 杨玉龙 男 15工程造价一班 15工程造价一班 参军

休学 工程学院 315560502506 董茜 女 15工程造价五班 15工程造价五班 休学

休学 工程学院 315560502523 鲁茸品楚 男 15工程造价五班 15工程造价五班 休学

退学 畜牧兽医学院 1630224136 周晶 女 16动物医学一班 16动物医学一班 退学

退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1160 朱家特 男 17畜牧兽医一班 17畜牧兽医一班 退学

退学 畜牧兽医学院 173510302113 沈红寅 男 17动物医学一班 17动物医学一班 退学

退学 畜牧兽医学院 315510301445 赵祥 男 15畜牧兽医四班 15畜牧兽医四班 退学

退学 园林园艺学院 1630328201 黄志刚 男 16园林工程技术一班 16园林工程技术一班 退学

退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107311 刘汉润 男 17园艺技术三班 17园艺技术三班 退学

退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107352 胡宇欣 女 17园艺技术三班 17园艺技术三班 退学

退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10202206 克塔 男 17园林技术二班 17园林技术二班 退学

退学 园林园艺学院 173520804115 施曼 女 17环境工程技术一班 17环境工程技术一班 退学

退学 农学院 173510110240 赵红年 女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退学

退学 农学院 173510110242 王光忠 男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17中草药栽培技术二班 退学

退学 农学院 173590202129 方琼仙 女 17药品生产技术一班 17药品生产技术一班 退学

退学 农学院 315510107108 唐思琪 女 15中草药栽培技术一班 15中草药栽培技术一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45630301130 和敏 女 14财务管理一班（5年） 14财务管理一班（5年）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120 赵丽 女 17财务管理一班 17财务管理一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131 李秀芳 女 17财务管理一班 17财务管理一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215 张鸿 男 17财务管理二班 17财务管理二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358 李思琦 女 17财务管理三班 17财务管理三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424 陆敏 女 17财务管理四班 17财务管理四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454 沈贵川 男 17财务管理四班 17财务管理四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517 周改润 女 17财务管理五班 17财务管理五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518 钱小秀 女 17财务管理五班 17财务管理五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603 和金熔 男 17财务管理六班 17财务管理六班 退学

退学 经济管理学院 173630301616 倪薇 女 17财务管理六班 17财务管理六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1634102303 周博文 男 16工程造价三班 16工程造价三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1634104170 杨媛茜 女 16水利工程二班 16水利工程二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173520301204 徐玲 女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17工程测量技术二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314570201131 李金龙 男 15农业水利技术一班 15农业水利技术一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315540601107 王肖 男 15工程测量技术一班 15工程测量技术一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315560502121 和建秀 女 15工程造价一班 15工程造价一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315560502146 太思奇 男 15工程造价一班 15工程造价一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315560502220 常发平 男 15工程造价二班 15工程造价二班 退学

退学 工程学院 315560502345 曾文涛 男 15工程造价三班 15工程造价三班 退学

死亡 工程学院 315560502333 胡绍兵 男 15工程造价三班 15工程造价三班 退学

复学 畜牧兽医学院 1630222122 刁家婷 女 16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一班 16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一班 休学期满
复学 畜牧兽医学院 314510301518 罗永胜 男 14畜牧兽医五 15畜牧兽医三班 休学期满
复学 畜牧兽医学院 314510306113 张洪飞 男 14兽医医药一 16动物医学一班 休学期满
复学 畜牧兽医学院 315510301324 魏宝 男 15畜牧兽医三班 17畜牧兽医五班 休学期满
复学 畜牧兽医学院 512510301814 谢耀增 男 12畜牧兽医一（3+2） 13畜牧兽医二班（5年） 休学期满
复学 园林园艺学院 1630325305 漆颂美 女 16园艺技术三班 17园艺技术一班 休学期满
复学 农学院 314510101116 周华 男 14作物生产技术一 16作物生产技术一班 休学期满

复学 农学院 314530302123 张礼福 男 14生物制药技术一 16药品生产技术三班 休学期满

14生物制药专业，因
专业合并为药品生
产，故复学至16药品
生产技术专业



复学 农学院 315510108103 彭嘉诚 男 15烟草栽培技术一班 17烟草栽培与加工一班 休学期满

15烟草栽培技术，因
17级无此专业，故复
学至烟草栽培与加工
专业

复学 农学院 315530302211 李燕琼 女 15生物制药技术二班 16药品生产技术三班 休学期满

15生物制药技术，因
专业更名为药品生产
技术，故复学至16药
品生产技术专业

复学 工程学院 551332103141 毛宇君 男 13工程造价五 15工程造价二班 休学期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