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教务处〔2021〕26 号

关于做好 2021 届预毕业生身份复核工作的通
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进一步严格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的通知》要求，毕业照片与录取照片人像比对未通过的学生，暂

不能进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为确保毕业生学历注册工作顺利完

成，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严格按照

相关要求按时、规范上传有关材料。此次毕业生复核工作涉及面

广，复核人数较多，各二级学院要做好未通过毕业生的解释说明

工作。

二、复核范围

复核范围为教育部学信网在校生库中人像比对未通过的预

毕业生。（名单见附件）

三、工作流程

（一）第一步工作内容



收集五年制学生电子照片进行录取照片备案，上报上级主管

部门。（此项工作已于 5 月 27 日完成）

（二）第二步工作内容

1.各二级学院收集学生本人素颜照片、高中或大学初期阶段

照片等多张，照片为 jpg 格式，电子照片大小 20kb-40kb，以照

片拍摄时期命名（如某某高中照片.jpg）。除照片外，还需收集

学生本人身份证双面扫描件。一个学生一个文件夹，将收集的所

有资料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2.各二级学院将提交资料整理成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设各

班级文件夹，班级文件夹内设学生文件夹，并于 2021 年 6 月 5

日（周六） 17： 00 前将收集的资料发送到教务处邮箱

（jwc14025@qq.com）。

（三）第三步工作内容

教务处将在学信网对收集的资料进行一一比对，如未能通过

复核的，将通知二级学院收集其他的佐证材料开展复核。

如有疑问请与教务处陈元娥老师联系，联系电话：

0731-84396505，6756。

附件：2021届预毕业生身份复核名单

教务处

2021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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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届预毕业生身份复核名单

序号 二级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1 安全保障学院 安监 1801 班 201801300004 付明华

2 安全保障学院 安监 1801 班 201801300005 许安鑫

3 安全保障学院 安全健康 1801 班 201801300023 陶佩

4 安全保障学院 安全健康 1801 班 201801300029 苏佳敏

5 安全保障学院 安全健康 1802 班 201801300053 龙思怡

6 安全保障学院 安全健康 1802 班 201801300061 吕嘉淇

7 安全保障学院 测绘 1801 班 201604500060 李飞鹏

8 安全保障学院 测绘 1801 班 201604500063 邓欢

9 安全保障学院 测绘 1801 班 201604500119 张坤

10 安全保障学院 测绘 1801 班 201801300109 王诗琪

11 安全保障学院 测绘 1802 班 201801300137 邓猛

12 安全保障学院 工程监理 1801 班 201606300017 刘绪畏

13 安全保障学院 工程监理 1801 班 201801300164 王泉

14 安全保障学院 工业机器人 1802 班 201801300228 严纪东

15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1 班 201404500056 黄磊

16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1 班 201801300284 吴艳华

17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1 班 201801300287 陈思

18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1 班 201801300288 谷运龙

19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2 班 201801300311 唐朝霞

20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2 班 201801300321 汤文慧



21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2 班 201801300330 梁婷

22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2 班 201801300342 杨湘云

23 安全保障学院 民航 1802 班 201801300343 舒敏

24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1 班 201604500032 王家瑶

25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1 班 201604500051 肖晓婷

26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1 班 201604500073 郑雅琦

27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1 班 201604500203 杜小燕

28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1 班 201801300350 姜洋洋

29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1 班 201801300351 杨单

30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2 班 201801300397 罗咏琳

31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2 班 201801300399 杨敏

32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2 班 201801300403 龚雪

33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2 班 201801300408 吴慧平

34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2 班 201801300421 杨慧

35 安全保障学院 职业卫生 1802 班 201801300424 麻聪聪

36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1 班 201604500088 樊晓芹

37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1 班 201604500111 李小兰

38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1 班 201802300009 刘铭

39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2 班 201802300028 邹佳琦

40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2 班 201802300029 朱海熙

41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2 班 201802300032 林利眉

42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2 班 201802300036 符珂煦

43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3 班 201604500092 贺裙

44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3 班 201604500161 梁栋



45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3 班 201802300052 颜龙

46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3 班 201802300056 钱晗霁

47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3 班 201802300058 罗程

48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3 班 201802300059 莫珂颖

49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3 班 201802300073 刘雄文

50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4 班 201802300087 罗道俊

51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4 班 201802300123 夏腾腾

52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5 班 201802300088 屈金

53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5 班 201802300089 彭佳康

54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5 班 201802300090 彭正贤

55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5 班 201802300118 宋明松

56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5 班 201802300125 钟金燕

57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805 班 201802300143 刘颖丽

58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民爆)1801 班 201802300162 付诗伟

59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民爆)1801 班 201802300165 蒲李昕

60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民爆)1801 班 201802300172 泽仁拉姆

61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801 班 201802300192 王敏

62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801 班 201802300198 唐文勇

63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801 班 201802300200 罗东莉

64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802 班 201802300236 周宇萱

65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802 班 201802300246 谢晚玲

66 安全工程学院 化工 1801 班 201802300275 宋赋敏

67 安全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质量)1801 班 201604500108 李湘

68 安全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质量)1801 班 201802300278 欧阳玫



69 安全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质量)1801 班 201802300312 吴峰

70 安全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质量)1802 班 201604500275 邓智

71 安全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质量)1802 班 201802300330 谢佳豪

72 安全工程学院 建筑(工程质量)1802 班 201802300335 王琇民

73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产品)1801 班 201802300402 谭景瑞

74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燃放)1801 班 201802300387 贺健

75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燃放)1801 班 201802300410 邱晨

76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燃放)1801 班 201802300415 郭红军

77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燃放)1801 班 201802300421 谭涛

78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燃放)1801 班 201802300422 杨鹏

79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特效)1801 班 201802300399 武辛雨

80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特效)1801 班 201802300414 丁阳

81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特效)1801 班 201802300426 张毅

82 机电信息学院 电气自动化 1801 班 201803300018 彭俊炎

83 机电信息学院 电信 1801 班 201604500144 刘丹

84 机电信息学院 电信 1801 班 201604500236 刘丹

85 机电信息学院 电信 1801 班 201604500260 伍美丽

86 机电信息学院 电信 1801 班 201803300045 王炜胜

87 机电信息学院 电信 1801 班 201803300046 刘字佳

88 机电信息学院 电信 1801 班 201803300047 何振文

89 机电信息学院 电信 1801 班 201803300049 莫海莲

90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VR)1801 班 201803300076 曾小柔

91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VR)1801 班 201803300096 尹千琴

92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VR)1801 班 201803300101 王雅茜



93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VR)1801 班 201803300120 黎焱辉

94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VR)1801 班 201803300121 闵益洪

95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VR)1801 班 201803300123 唐倩

96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 1801 班 201803300136 何乐

97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 1801 班 201803300158 易丹

98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 1802 班 201803300177 李阔高

99 机电信息学院 计网 1802 班 201803300205 邹家豪

100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1 班 201803300220 刘志超

101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1 班 201803300226 王邵龙

102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1 班 201803300230 肖四旺

103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1 班 201803300232 彭晓龙

104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1 班 201803300237 刘震

105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2 班 201803300266 毛炜婷

106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2 班 201803300279 周杨

107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2 班 201803300285 曾林周

108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3 班 201803300299 曾伶葵

109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3 班 201803300313 罗露花

110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4 班 201803300332 周龙

111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4 班 201803300333 曾辉

112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4 班 201803300335 殷小欢

113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4 班 201803300341 卢汉卿

114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4 班 201803300354 蒋秋花

115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4 班 201803300355 黄树芳

116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5 班 201803300374 李政钦



117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6 班 201803300405 申书娣

118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6 班 201803300407 周佳男

119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6 班 201803300420 刘鲜

120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6 班 201803300424 罗琳杰

121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6 班 201803300425 邓佑豪

122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7 班 201803300434 宁权

123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7 班 201803300439 赵瑜

124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7 班 201803300441 郑洁海

125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7 班 201803300444 杨丹丹

126 机电信息学院 软件技术 1807 班 201803300463 谢丝慧

127 机电信息学院 信安 1801 班 201803300468 谢勤乐

128 机电信息学院 信安 1801 班 201803300477 杨碟

129 机电信息学院 移动互联 1801 班 201604500112 蒋远卓

130 机电信息学院 移动互联 1801 班 201803300513 袁芳

131 机电信息学院 移动互联 1801 班 201803300521 王清林

132 机电信息学院 移动互联 1801 班 201803300531 孙小伟

133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1 班 201803300075 黄可

134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1 班 201804300028 杨迪梦

135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2 班 201804300044 谢婉鑫

136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2 班 201804300045 胡思煜

137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2 班 201804300062 张紫仪

138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2 班 201804300065 谢丹

139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3 班 201604500081 郭前

140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3 班 201604500086 闵姿



141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3 班 201804300072 于蓉

142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3 班 201804300075 邓巧灵

143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3 班 201804300090 王卓

144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3 班 201804300092 刘旭红

145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3 班 201804300099 张黎

146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15 彭思佳

147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17 周胜男

148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20 何芳琴

149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22 李慧

150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31 欧阳略

151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32 吴智桂

152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34 李红丽

153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804 班 201804300135 凌艳飞

154 现代商务学院 酒店管理 1801 班 201804300148 黎家雄

155 现代商务学院 酒店管理 1801 班 201804300149 邱一纹

156 现代商务学院 酒店管理 1801 班 201804300163 徐蕾

157 现代商务学院 酒店管理 1801 班 201804300171 肖芳琼

158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1 班 201804300206 欧玉婷

159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1 班 201804300215 周文娟

160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1 班 201804300226 禹点

161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1 班 201804300233 樊艳霞

162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1 班 201804300235 谭琼英

163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2 班 201804300262 李广梅

164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2 班 201804300268 陈卉妍



165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2 班 201804300275 胡广

166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2 班 201804300276 周俏

167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2 班 201804300278 游旖

168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2 班 201804300438 黄舒崎

169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3 班 201604500139 刘瑾铱

170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3 班 201604500169 李雯倩

171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3 班 201804300293 李湘

172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3 班 201804300302 唐蜜蜜

173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3 班 201804300304 唐新连

174 现代商务学院 人力资源 1803 班 201804300306 杨迎归

175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40 罗羽姻

176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43 张玉

177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44 邓雪梅

178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53 罗雨薇

179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62 杨亚薇

180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66 李晨

181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67 王亮

182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72 于舒玲

183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374 周婧

184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386 袁格

185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403 齐莹莹

186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416 刘柳

187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427 黄洁美

188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604500184 肖芊



189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804300440 文利娟

190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804300450 赵唯

191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804300454 钟朵

192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804300455 易莉

193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804300458 濮霞

194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804300469 陈兰

195 现代商务学院 商务英语 1803 班 201804300470 李佳

196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1 班 201804300477 付珉琪

197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1 班 201804300491 颜靖

198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1 班 201804300499 欧阳晓红

199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1 班 201804300502 方丽娟

200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1 班 201804300505 张艳霞

201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1 班 201804300527 陈凌

202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2 班 201804300532 王春璐

203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2 班 201804300541 张香华

204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2 班 201804300554 黎丹

205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2 班 201804300555 满杨

206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2 班 201804300566 贺小燕

207 现代商务学院 市场营销 1802 班 201804300567 秦虹

208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593 朱媛

209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595 赵丽萍

210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597 龙美

211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601 曾朱一琛

212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609 谭美娟



213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612 蒋艳

214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614 邓佳慧

215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1 班 201804300616 田静

216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604500155 何世焱

217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363 张晓欢

218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364 沈玉花

219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632 刘彩虹

220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637 杨心如

221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652 刘倩

222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653 何盈

223 现代商务学院 应用英语 1802 班 201804300657 刘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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