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教务处〔2022〕13 号

关于做好 2022 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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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上交有关材料。同时，各二级学院要妥善

做好毕业生身份复核的解释说明工作。

二、复核范围

2022届预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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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学生线上核对录取照片，核对名单及

照片发各二级学院学工办。（此项工作已于 3月 18日完成）

（二）第二步工作内容



各二级学院认真核对 2022届预计毕业生名单，核对内容包

括班级人数、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专业名称、民族、

政治面貌。各班学生名单将以纸质文稿分发到各二级学院学工办

公室，核对时间 3月 23日-3月 28日。

（三）第三步工作内容

教育部学信网在校生库中人像比对未通过的预计毕业生（名

单见附件），需提交如下资料：

1.各二级学院收集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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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需提交电子档）；

②学生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此项需提交电子档）；③学生

本人签署承诺书（见附件 2），并手持承诺书和身份证拍照（此

项需提交电子档）；④高考报名登记表、高考体检表、新生登记

表、新生体检表、毕业生登记表等复印件，所有纸质文档上需经

办人审核签名，二级学院盖章（此项需提交纸质档）。

2.请各二级学院将所有电子档材料放入一个文件夹，文件夹

内设各班级文件夹，班级文件夹内设学生文件夹，于 4 月 8 日

17：00前将收集的资料发送到教务处邮箱（jwc14025@qq.com）；

纸质档材料于 4月 8日 17：:00前交教务处（明正楼 203）陈元

娥老师处。

（四）第四步工作内容

教务处将在学信网上对收集的材料进行一一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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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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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届预计毕业生身份复核名单

序号 二级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1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1 班 201902300009 曾慧妹

2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2 班 201902300021 曾霞辉

3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2 班 201902300028 曾琪凯

4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4 班 201902300106 张靖

5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4 班 201902300127 周乐君

6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4 班 201902300129 范珊

7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5 班 201902300143 胡斯言

8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轨道)1905 班 201902300159 陈端阳

9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民爆)1901 班 201701300253 杨陈锟

10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902 班 201902300544 谢远丽

11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902 班 201902300549 扶昆林

12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903 班 201902300295 何嘉威

13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903 班 201902300304 唐雪

14 安全工程学院 安管(注安)1903 班 201902300309 刘玉鑫

15 安全工程学院 安环 1901 班 201901300001 黄文

16 安全工程学院 安环 1901 班 201901300043 吴越

17 安全工程学院 安环 1903 班(海利班) 201901300347 汪政

18 安全工程学院 民航 1901 班 201901300249 朱迅

19 安全工程学院 民航 1901 班 201901300250 刘思思

20 安全工程学院 民航 1902 班 201901300254 刘小荣

21 安全工程学院 民航 1902 班 201901300276 黄朵



22 安全工程学院 民航 1902 班 201901300304 王英杰

23 安全工程学院 民航 1903 班 201901300233 殷润

24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燃放)1901 班 201902300467 曾文涛

25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燃放)1901 班 201902300479 李诚琦

26 安全工程学院 烟花(特效)1901 班 201902300508 肖喜玲

27 安全工程学院 职卫 1901 班 201901300327 向梦娟

28 防灾与救援学院 安监 1901 班 201901300052 赵亚妮

29 防灾与救援学院 地信 1901 班 201901300116 彭娟

30 防灾与救援学院 工监 1901 班 201901300126 邓云志

31 防灾与救援学院 机器人 1901 班 201901300140 吴润

32 防灾与救援学院 机器人 1901 班 201901300172 李云甫

33 防灾与救援学院 机器人 1901 班 201901300180 王劲豪

34 防灾与救援学院 建筑(工程质量)1901 班 201902300340 罗莺

35 防灾与救援学院 救援 1901 班 201901300185 肖卓航

36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1 班 201904300008 奉族青

37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1 班 201904300013 肖敏

38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1 班 201904300023 刘西宁

39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1 班 201904300039 王思汝

40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4 班 201904300139 李淑芬

41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56 蒋佳豪

42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58 陈婉婷

43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61 游丹

44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73 颜睿

45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75 张慧敏



46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77 陈姣

47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78 彭淑君

48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5 班 201904300188 刘婕

49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6 班 201904300201 杨开华

50 现代商务学院 会计 1906 班 201904300211 戴雨婷

51 现代商务学院 酒管 1901 班 201904300243 杜富英

52 现代商务学院 酒管 1901 班 201904300253 钟湘湘

53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1 班 201904300276 钟莹

54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1 班 201904300285 骆慧玲

55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1 班 201904300296 谭乐

56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2 班 201904300311 邵璟

57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2 班 201904300316 廖桑梓

58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2 班 201904300322 匡婉榕

59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2 班 201904300326 刘春芝

60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2 班 201904300329 唐佳敏

61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2 班 201904300397 邱海训

62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3 班 201603300336 邓文罡

63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3 班 201904300342 付思凡

64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3 班 201904300344 肖敏

65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3 班 201904300351 梁倩

66 现代商务学院 人资 1903 班 201904300381 谢卓欣

67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1 班 201904300402 付俊毅

68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1 班 201904300408 李婷

69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1 班 201904300431 王晶



70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3 班 201904300484 李志英

71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3 班 201904300503 廖倩

72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3 班 201904300506 杨月闱

73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3 班 201904300510 阳欣

74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3 班 201904300513 刘文英

75 现代商务学院 商英 1903 班 201904300515 周禹豆

76 现代商务学院 市营 1901 班 201904300527 蒋静怡

77 现代商务学院 市营 1902 班 201904300357 王颖

78 现代商务学院 市营 1902 班 201904300566 戴鑫

79 现代商务学院 市营 1902 班 201904300572 周慧

80 现代商务学院 应英 1901 班 201904300603 肖团铭

81 现代商务学院 应英 1901 班 201904300611 曹艳丽

82 现代商务学院 应英 1901 班 201904300622 骆子婷

83 现代商务学院 应英 1901 班 201904300626 杨婷

84 现代商务学院 应英 1902 班 201904300654 刘润妍

85 现代商务学院 应英 1902 班 201904300667 刘晚宁

86 信息工程学院 VR1901 班 201903300021 王娟

87 信息工程学院 VR1901 班 201903300027 陈磊

88 信息工程学院 VR1901 班 201903300713 许银升

89 信息工程学院 VR1902 班 201903300046 周菲菲

90 信息工程学院 VR1902 班 201903300048 蒋莹

91 信息工程学院 VR1902 班 201903300050 朱诺楠

92 信息工程学院 VR1902 班 201903300062 禹佳

93 信息工程学院 计网 1901 班 201903300196 张欣武



94 信息工程学院 计网 1902 班 201903300240 胡佳杰

95 信息工程学院 计网 1902 班 201903300248 蒋露

96 信息工程学院 计网 1902 班 201903300256 谭克东

97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 1904 班 201903300433 曹锋

98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 1904 班 201903300466 黄鑫

99 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 1906 班 201903300538 刘俊玮

100 信息工程学院 信安 1903 班 201903300629 何晓燕

101 信息工程学院 信安 1903 班 201903300636 卢洁

102 信息工程学院 移动 1901 班 201903300661 凌小龙

103 信息工程学院 移动 1902 班 201903300690 潘浩

104 信息工程学院 移动 1902 班 201903300694 李明

105 信息工程学院 移动 1902 班 201903300696 胡灿



附件 2

学生本人承诺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百八十条之二，盗

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

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罚金。

组织、指使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两款行为，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

并罚的规定处罚。

本人已知晓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二百

八十条之二内容。

现本人郑重承诺，学信网上姓名： 、身份证号

码： 的录取照片与学历照片皆是我本

人。不存在任何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等学历

教育入学资格的行为。

本人签名（手印）：

本人手机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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