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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办理 2016 级转专业学生相关手续的通知

各学院（部）、各相关部门：

根据《西安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李喻等 85 名

本科生符合转专业条件(名单见附件)，其学籍异动等相关工作安

排如下：

1.学籍异动及课表安排工作由教务处完成；

2.各相关学院、部门在 9月 13 日前做好学生有关材料的转出

或接收工作，并组织学生进行注册；

3.转专业学生在 9月 11日 13:00～9 月 13 日期间登录教务系

统，在“网上选课-重修或补修选课”页面中进行补修课的网上选

课。

附件：西安科技大学 2016 级转专业学生名单

教务处

2017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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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科技大学 2016级转专业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当前学院 专业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1 16403040123 李喻 安全学院 消防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2 16403040208 袁玫琦 安全学院 消防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3 16411040117 彭来栋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4 16411040213 任佳萱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5 16411040327 刘一鸣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6 16411040328 孔小波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7 16411020112 吴伟娜 材料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8 16411020201 龙妍 材料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9 16411020214 王姝瑀 材料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测绘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10 16411060124 肖志成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1 16411060125 周毓凡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12 16411060126 李世杰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通信学院 通信工程

13 16411060204 王昊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14 16411060210 邱梦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5 16411060211 张玉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6 16411060212 雷添淇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7 16411060302 赵子园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18 16410020121 梁晨轩 测绘学院 测绘工程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法学

19 16410050233 何飞 测绘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通信学院 通信工程

20 16410060230 宁永川 测绘学院 遥感科学与技术 电控学院 自动化

21 16410040131 刘治国 测绘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2 16409060210 李冬晴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管理学院 会计学

23 16409060301 席桐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管理学院 会计学

24 16409060303 赵静忻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管理学院 会计学

25 16409060310 李怡霖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26 16409060326 蔡晨阳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

27 16409060402 高晨曦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28 16409060404 袁俪菲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管理学院 会计学

29 16409060415 郭晨华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30 16409060426 陈瑞杰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31 16409060515 杜凯超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32 16409060608 杨梅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管理学院 会计学

33 16409060702 朱敏婷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材料学院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34 16409060705 吴海莲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管理学院 会计学

35 16409060706 谭小艺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36 16409060707 高瑛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37 16409060708 燕梦婷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通信学院 通信工程

38 16409060721 李鑫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39 16409060726 凌象容 地环学院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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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当前学院 专业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40 16402090306 代田田 管理学院 工程管理 管理学院 会计学

41 16402070120 陈媛 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管理学院 会计学

42 16415010113 李睿涵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43 16415010120 雷泽华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44 16415010224 房子豪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45 16415010230 王如峰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46 16415050113 杨浩瑞 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安全学院 消防工程

47 16415030109 陈明旺 化工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通信学院 物联网工程

48 16415030204 贺籽茜 化工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49 16415030210 杨井林 化工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通信学院 通信工程

50 16415030213 陈彪 化工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1 16415030220 张少杰 化工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52 16415030222 文刚 化工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53 16415040123 薛航 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54 16415040128 许学博 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机械学院 机械类

55 16415040131 喻志杰 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机械学院 机械类

56 16415040211 方敏 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

57 16415040224 白杨阳 化工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安全学院 消防工程

58 16405080101 刘悦容 机械学院 机械类 管理学院 会计学

59 16405090124 郑晓风 机械学院 机械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60 16405090402 罗云 机械学院 机械类 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61 16405090801 刘叶 机械学院 机械类 电控学院 自动化

62 16405090812 郝佳豪 机械学院 机械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63 16405090827 李志兴 机械学院 机械类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64 16408070530 石超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65 16408070629 赖涛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机械学院 机械类

66 16404050501 冯璞辰 建工学院 土木工程 管理学院 会计学

67 16401010232 时敬军 理学院 工程力学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68 16403020102 廖坤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69 16403020103 赵龙强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70 16403020112 王玉龙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71 16403020124 曾俊峰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72 16403020205 石鑫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73 16403020217 王凯旋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安全学院 安全工程

74 16403020222 陈俊敏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75 16403020225 程回归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通信学院 通信工程

76 16403020310 杜恺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通信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77 16403110107 郑虎子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类

78 16403110120 汪雨桐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管理学院 会计学

79 16403110129 徐俊浩 能源学院 采矿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80 16403080108 郭小溪 能源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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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当前学院 专业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81 16403080232 霍承杰 能源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电控学院 自动化

82 16403080313 吴港陆 能源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机械学院 机械类

83 16423030124 李慧慧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汉语言文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

84 16423040210 董洁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汉语言文学

85 16423010122 廖雪晴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