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1 级三年制学生转专业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令）和学院《全日制专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湘安职院

教〔2019〕6 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学院有关会议要求，以及申

请转专业学生 2021 年下学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排名，学院对提

出转专业申请的同学进行了审核并进行公示，共有 73 名同学符

合转专业的相关条件。请各二级学院及时通知学生，2 月 19 日、

20 日到转入专业报到。

附件：2021 级三年制转专业学生名单

教务处

2022 年 2 月 18 日



附件

2021 级三年制拟转专业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原班级 申请转入专业

1 202101300001 戴晓波 安管(工贸)2101 班(应急) 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企业安全)

2 202101300002 邓露 安管(工贸)2101 班(应急) 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企业安全)

3 202101300035 曾子宸 安管(轨道)2101 班 应用英语

4 202101300042 周湘龙 安管(轨道)2101 班 应急救援技术

5 202101300052 彭忠顺 安管(轨道)2101 班 计算机网络技术

6 202101300069 伍涛 安管(轨道)2101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7 202101300162 谢亦奇 安管(矿安)2101 班(应急) 安全技术与管理(工贸企业安全)

8 202101300163 韩文玉 安管(矿安)2101 班(应急) 安全技术与管理(危化及烟花爆竹企业安全)

9 202101300178 张骄洋 安管(矿安)2101 班(应急) 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企业安全)

10 202101300179 彭清玲 安管(矿安)2101 班(应急) 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企业安全)

11 202101300225 鲁宇航 安管(民爆)2101 班 建筑工程技术

12 202101300273 陈佳怡 安管(民爆)2103 班 市场营销

13 202101300311 杨坚卓 安管(民爆)2103 班 市场营销

14 202101300349 陈万书 安管(注安)2101 班 软件技术

15 202101300542 索朗杰布 采矿 2102 班 应用英语

16 202101300566 旺久 采矿 2102 班 应用英语

17 202101300598 肖嘉玲 民航 2101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18 202101300628 刘家辉 民航 2102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民爆工程安全管理)

19 202101300664 刘威言 民航 2102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20 202101300678 吴彬 烟花(燃放)2102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危化及烟花爆竹企业安全)

21 202101300683 李文豪 烟花(燃放)2102 班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22 202101300705 赵普 烟花(燃放)2102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23 202101300720 向勇杰 烟花(特效)2101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24 202101300748 何海婷 职业健康 2101 班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25 202101300765 蒋昕瞳 职业健康 2101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26 202101300771 谭诗嘉 职业健康 2101 班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27 202101300811 邓越 职业健康 2102 班 建筑工程技术

28 202101300831 江平 职业健康 2103 班 软件技术

29 202102300002 朱柳 安全监测 2101 班 市场营销

30 202102300004 刘沁然 安全监测 2101 班 应用英语

31 202102300273 周珂 电气自动化 2101 班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32 202102300275 付绎玮 电气自动化 2101 班 应急救援技术

33 202102300311 陈钰 电气自动化 2102 班 大数据与会计

34 202102300350 廖松柏 电子信息 2101 班 人力资源管理

35 202102300560 陈尧 建筑工程 2102 班 软件技术

36 202102300571 彭阳鹏 建筑工程 2103 班 计算机网络技术

37 202102300598 王范芊 建筑工程 2103 班 电气自动化技术

38 202102300615 刘权 建筑消防 2101 班 计算机网络技术

39 202102300619 王宏基 建筑消防 2101 班 消防救援技术

40 202102300720 肖俊炎 消防救援 2101 班 安全智能监测技术

41 202102300752 刘高逸寒 应急救援 2101 班 建筑工程技术

42 202102300755 杨坤 应急救援 2101 班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43 202102300757 颜聪 应急救援 2101 班 安全技术与管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44 202102300765 向鹏 应急救援 2101 班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45 202102300767 吴金泽 应急救援 2101 班(应急) 应急救援技术

46 202102300832 方璐 智能控制 2101 班 商务英语

47 202004300542 刘缨樱 商英 2103 班 市场营销

48 202103300063 李佐焜 会计 2102 班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49 202103300227 朱启凡 酒管 2101 班 大数据与会计

50 202103300264 李缘珍 酒管 2101 班 大数据与会计

51 202103300297 杨阳 酒管 2102 班 大数据与会计

52 202103300298 王灵巧 酒管 2102 班 应用英语

53 202103300309 刘然 酒管 2102 班 大数据与会计

54 202103300334 周湘铭 人资 2101 班 计算机网络技术

55 202103300380 唐德政 人资 2102 班 电气自动化技术

56 202103300450 王子求 商英 2101 班 市场营销

57 202103300454 欧诗怡 商英 2101 班 人力资源管理

58 202103300479 张晶 商英 2101 班 人力资源管理

59 202103300532 汤佳能 商英 2103 班 工程安全评价与监理

60 202103300533 曾勤 商英 2103 班 大数据与会计

61 202103300586 邓慧英 市营 2101 班 职业健康安全技术

62 202103300588 钱薇婷 市营 2101 班 大数据与会计

63 202103300644 张金蓉 市营 2103 班 人力资源管理

64 202103300647 陈阿妮 市营 2103 班 人力资源管理

65 202103300671 刘威 市营 2103 班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66 202103300713 唐虹 应英 2101 班 大数据与会计

67 202103300771 何美婷 应英 2103 班 大数据与会计

68 202103300776 袁洁 应英 2103 班 软件技术



69 202103300781 李湘悦 应英 2103 班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70 202103300794 刘雨欣 应英 2103 班 人力资源管理

71 202103300795 李声藤 应英 2103 班 软件技术

72 202103300806 吕欣雨 应英 2103 班 大数据与会计

73 202104300067 何喜 VR2102 班 软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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