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理工学院教务处 
 

湖南理工学院 2016 年 

“专升本”预录取学生名单公示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安排，我校与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等 8

所专科院校签订了“专升本”办学协议，于 2016 年 5 月 14 日完

成了“专升本”招生考试，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于 5 月 18—24

日在我校校园网上可本人查询，并于 5 月 18 日通知到相关专科

学校。经我校“专升本”工作小组开会讨论，严格遵循协议录取

规则，拟录取龙源有等 160 位学生（名单附后）进入我校相应本

科专业 2014 级学习，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2016 年 5 月 24—31 日 

公示地点：湖南理工学院网站教务处网页、相关专科院校（委

托公示）。 

对拟录取学生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我校纪检监察处反

映，举报电话：0730-8640450，不受理匿名举报。 

公示无异议者，我校将上报湖南省教育厅审批，录取人员以

录取通知书为准。 

 

附：湖南理工学院 2016 年“专升本”预录取学生名单                                 

 

 

湖南理工学院教务处 

                                    2016 年 5 月 24 日 



附件： 

湖南理工学院 2016 年“专升本”预录取学生名单 

序号 考生所属专科学校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1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何钦忠 男 10543201600714 工商管理 

2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石玉娟 女 10543201600712 工商管理 

3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左麒 男 10543201600711 工商管理 

4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廖静 女 10543201600607 会计学 

5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雷璧妃 女 10543201600626 会计学 

6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丽琴 女 10543201600624 会计学 

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春 女 10543201600622 会计学 

8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邝咪咪 女 10543201600609 会计学 

9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贾惠岚 女 10543201600606 会计学 

10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邓训韵琳 女 10543201600604 会计学 

11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曾繁衍 男 10543201600608 会计学 

12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魏兴榕 女 10543201600610 会计学 

13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单亚平 女 10543201600603 会计学 

1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欧阳鹏举 男 10543201600301 工程管理 

15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夏娜娜 女 10543201600617 会计学 

16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谭雨林 男 1054320160030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7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李黛诗 女 10543201600733 旅游管理 

18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乔煜 女 10543201600745 美术学 

19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李晓芬 女 10543201600747 美术学 

20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杜晔 男 10543201600749 美术学 

21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陈纯 女 10543201600748 美术学 

2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谭雅婕 女 10543201600750 美术学 

2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肖丹琦 女 10543201600752 音乐学 

24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伍阳慧 女 10543201600751 音乐学 

25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蒋梦莹 女 10543201600740 英语 

26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刘猛 男 10543201600738 英语 

2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欧阳超 男 1054320160020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8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婕 女 10543201600706 工商管理 

29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小燕 女 10543201600705 工商管理 



序号 考生所属专科学校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3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谭天乐 男 10543201600205 机械电子工程 

31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楚鹏 男 10543201600209 机械电子工程 

32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冯瑜 女 10543201600207 机械电子工程 

33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范炼 男 1054320160023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4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海发 男 1054320160023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5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倪晟 男 10543201600731 旅游管理 

36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杰 男 10543201600322 自动化 

3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芳玮 男 10543201600316 自动化 

38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峰 男 10543201600319 自动化 

39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瑞 女 10543201600722 工商管理 

4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吕亚 女 10543201600723 工商管理 

41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蒋中慧 女 10543201600707 工商管理 

42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罗文星 男 10543201600109 化学工程与工艺 

43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李海强 男 10543201600144 化学工程与工艺 

44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刘庆吉 男 10543201600111 化学工程与工艺 

45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唐宝惠 男 10543201600110 化学工程与工艺 

46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宁家玉 男 10543201600108 化学工程与工艺 

47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陈雷 男 10543201600135 化学工程与工艺 

48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明越 女 10543201600102 化学工程与工艺 

49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梁辉 男 10543201600113 化学工程与工艺 

5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胡伊琳 女 10543201600141 化学工程与工艺 

51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张鹏 男 10543201600149 化学工程与工艺 

52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进 女 10543201600137 化学工程与工艺 

53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彭中一 男 10543201600107 化学工程与工艺 

54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苏玉民 男 10543201600105 化学工程与工艺 

55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唐诗和 男 10543201600125 化学工程与工艺 

56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龙威宇 男 10543201600103 化学工程与工艺 

57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范洋 男 10543201600136 化学工程与工艺 

58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胡雨娴 女 10543201600142 化学工程与工艺 

59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阮曦 男 10543201600106 化学工程与工艺 

6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唐金滔 男 10543201600118 化学工程与工艺 

61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杨天宇 男 10543201600122 化学工程与工艺 

62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曾胜锋 男 10543201600134 化学工程与工艺 



序号 考生所属专科学校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63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袁亚芳 女 10543201600120 化学工程与工艺 

64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柳朝曦 男 10543201600229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5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江山青 男 1054320160022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66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小楚 女 10543201600155 应用化学 

67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闫红梅 女 10543201600156 应用化学 

68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王通帅 男 10543201600345 自动化 

69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陈亚 男 10543201600335 自动化 

7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林雷鸣 男 10543201600332 自动化 

71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常孟姣 女 10543201600327 自动化 

72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磊 男 10543201600338 自动化 

73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包才智 男 10543201600337 自动化 

7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源超 男 10543201600701 电子商务 

7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谈骥 男 10543201600702 电子商务 

76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闻 男 10543201600721 工商管理 

7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辜仕豪 男 10543201600718 工商管理 

7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邓卓 女 10543201600719 工商管理 

7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胡玮祺 男 10543201600728 国际经济与贸易 

80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尹璐 女 10543201600726 国际经济与贸易 

8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谈璐璐 女 10543201600634 会计学 

82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练 女 10543201600638 会计学 

8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宁 女 10543201600652 会计学 

8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龚玲莎 女 10543201600649 会计学 

8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宇婕 女 10543201600629 会计学 

86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思 女 10543201600653 会计学 

8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朱菲 女 10543201600657 会计学 

8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廖兴慧 女 10543201600654 会计学 

8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屈美婷 女 10543201600633 会计学 

90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晶 女 10543201600646 会计学 

9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罗紫薇 女 10543201600631 会计学 

92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田韵 女 10543201600635 会计学 

9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依 女 10543201600628 会计学 

9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龙源有 男 10543201600515 通信工程 

9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君熠 男 10543201600443 通信工程 



序号 考生所属专科学校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96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方翊全 男 10543201600412 通信工程 

9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焦曼 女 10543201600436 通信工程 

9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段鑫 女 10543201600425 通信工程 

9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文 男 10543201600416 通信工程 

100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谢佳睿 女 10543201600520 通信工程 

10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远 女 10543201600517 通信工程 

102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巧莲 女 10543201600527 通信工程 

10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琰 男 10543201600523 通信工程 

10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罗晔 男 10543201600530 通信工程 

10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凯 男 10543201600415 通信工程 

106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何汝帆 男 10543201600441 通信工程 

10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增玉 女 10543201600546 通信工程 

10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瑾 男 10543201600428 通信工程 

10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曾鸣 男 10543201600419 通信工程 

110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秦靖 女 10543201600533 通信工程 

11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姜怡玄 女 10543201600534 通信工程 

112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琴 女 10543201600545 通信工程 

11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曾弘韬 男 10543201600536 通信工程 

11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添顺 男 10543201600420 通信工程 

11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韶峰 男 10543201600525 通信工程 

116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胜杰 男 10543201600544 通信工程 

11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妍 女 10543201600513 通信工程 

11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夏祁 男 10543201600519 通信工程 

11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彭慧琪 女 10543201600531 通信工程 

120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姜雅馨 女 10543201600444 通信工程 

12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珂 男 10543201600424 通信工程 

122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喻蔷薇 女 10543201600535 通信工程 

12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谢宇红 女 10543201600543 通信工程 

12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雪纯 女 10543201600431 通信工程 

125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杨彬彬 女 10543201600521 通信工程 

126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诗霞 女 10543201600539 通信工程 

127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顺意 男 10543201600408 通信工程 

12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梁洁 女 10543201600526 通信工程 



序号 考生所属专科学校 姓名 性别 准考证号 拟录取专业 

12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伍珍涛 男 10543201600524 通信工程 

130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莫文韬 男 10543201600312 网络工程 

13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祝暄懿 女 10543201600310 网络工程 

132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周文渊 男 10543201600509 电子信息工程 

133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邓黎明 男 10543201600512 电子信息工程 

134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孙永长 男 10543201600150 化学工程与工艺 

135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许理龙 男 10543201600218 机械电子工程 

136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杨樱财 男 10543201600217 机械电子工程 

13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黄海 男 10543201600503 电子信息工程 

138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易宇洲 男 10543201600508 电子信息工程 

13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小龙 男 10543201600506 电子信息工程 

14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刘志豪 男 10543201600504 电子信息工程 

14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王义程 男 10543201600213 机械电子工程 

14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世骞 男 10543201600215 机械电子工程 

14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张首新 男 10543201600203 机械电子工程 

14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鑫 男 10543201600237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罗纪炜 男 10543201600224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6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蔡圆元 女 1054320160022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蒋雁翎 女 1054320160022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8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徐星宇 男 10543201600220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蒋亮 男 1054320160024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冯川峻 男 1054320160023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祁钲杰 男 10543201600248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孙江龙 男 10543201600223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蒋宗奇 男 10543201600236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5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罗琨 男 10543201600323 自动化 

15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杨少敏 女 10543201600326 自动化 

156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李春栋 男 10543201600324 自动化 

15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谢皓 男 10543201600339 自动化 

158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陈渊 男 10543201600336 自动化 

15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金轶伦 男 10543201600314 自动化 

16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廖任军 男 10543201600341 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