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工程学院文件  
 
 

闽工院招〔2020〕6 号 

 

      

关于对潘靖睿等 85名同学 

按放弃入学资格处理的决定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号）

相关规定和《关于印发<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条例

（修订）>的通知》（闽工院教〔2019〕22 号）关于“按国家招生规定

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有关证明材料，按学校

规定的期限到相应二级学院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的，

应持相关证明向所在学院请假。请假时间一般不超过 2 周。未请假

或者请假逾期的，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放弃入学

资格”之规定。经学院审核上报，决定对潘靖睿等 85名逾期未报到

的同学按放弃入学资格处理。名单见附件。 
 

附：2020年放弃入学资格学生名单 

 

                                     福建工程学院 

                                   2020年 11 月 2 日 
 

抄送：。 

福建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1 月 3日印发 
 



附：

序号生源省份考生号（14位）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 学院

1 福建 20350203151277 潘靖睿 男 车辆工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2 福建 20350305150730 唐杰 男 车辆工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3 福建 20350583150944 戴俊文 男 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4 福建 20350124150471 林子超 男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电气与物理学院

5 福建 20350128151196 高文杰 男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电子电气与物理学院

6 贵州 20520628152340 唐佳 男 通信工程 电子电气与物理学院

7 四川 20511108160567 魏潇 男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8 福建 20350402150338 袁书韬 男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9 山东 20370403102987 孔硕 男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0 贵州 20520527150824 赵荣 女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1 贵州 20520626151025 安晓旭 女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福建 20350821150312 董炜辉 男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13 四川 20510803160562 周琪 男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14 福建 20352212151446 吴潘 男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15 重庆 20500104151394 陈艺元 男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16 四川 20510501161532 李帅 男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17 福建 20350781150481 肖志远 男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18 四川 20510901160562 黄渭鸿 男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19 四川 20511404160548 罗靖杰 男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20 贵州 20520201150880 管进 男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 土木工程学院

21 贵州 20522631150508 张露娃 女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22 福建 20350302150194 陈奇权 男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3 湖南 20430425150635 朱雅丹 女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4 贵州 20522325150028 姚远 男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020年放弃入学资格学生名单



序号生源省份考生号（14位）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 学院

25 宁夏 20642101511247 周睿阳 男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6 甘肃 20620102155467 李欣泽 女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7 海南 20460602108701 陈俊道 男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8 甘肃 20620201150377 马偲芫 女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9 甘肃 20622824150384 师涛涛 男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30 贵州 20520201154178 罗胜涛 男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31 甘肃 20622102150017 邵亚珺 女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32 甘肃 20622425150323 王萍 女 化学工程与工艺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33 贵州 	20522636150683 罗世丽 女 工业工程 交通运输学院

34 浙江 20336004150570 杨作营 男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学院

35 福建 20353304150643 林洪 男 物流管理 交通运输学院

36 福建 20350122150923 王思凡 女 会计学 管理学院

37 福建 20350927150533 姚馨怡 女 工程造价 管理学院

38 福建 20350402110090 游子萱 女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院

39 河南 20410101110391 曾晖 男 公共事业管理 管理学院

40 贵州 20522725151384 邓祥辉 男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管理学院

41 西藏 20542200151041 周斌琦 男 工程管理 管理学院

42 黑龙江 20230622050392 赵微 女 英语 人文学院

43 广西 20450881110601 陈嘉乐 女 英语 人文学院

44 贵州 20520502160988 张晶 女 英语 人文学院

45 广西 20450201110645 苏春丽 女 汉语言文学 人文学院

46 广西 20451423110170 何依玲 女 汉语言文学 人文学院

47 四川 20510302160346 樊芮希 女 网络与新媒体 人文学院

48 贵州 20520181150604 安丽莎 女 广告学 人文学院

49 贵州 20520304110078 谢婧 女 新闻学 人文学院

50 宁夏 20640102531201 孙浩铭 男 翻译 人文学院

51 广西 20451301154704 覃婷 女 少数民族预科 人文学院



序号生源省份考生号（14位）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 学院

52 宁夏 20642101521206 马宁 女 少数民族预科 人文学院

53 台湾 免试生 谢婉柔 女 网络与新媒体 人文学院

54 台湾 免试生 何庭葳 女 英语 人文学院

55 福建 / 黄鹏 男 　知识产权（第二学位） 法学院

56 福建 20350427130002 罗雨婷 女 视觉传达设计 设计学院·海峡工学院

57 福建 20353103130107 颜孟佳 女 产品设计　 设计学院·海峡工学院

58 河南 20411114119259 苏珂 女 产品设计　 设计学院·海峡工学院

59 河南 20411312119366 胡艳芳 女 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学院·海峡工学院

60 福建 20350111130332 吴婷萱 女 数字媒体艺术　 设计学院·海峡工学院

61 台湾 免试生 王彤宇 男 软件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学院

62 台湾 免试生 林承锋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数学学院

63 福建 20350403150584 陈联懋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64 福建 20350582151921 庄振衍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65 福建 20350902150085 林鹏宇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66 湖北 20420501110043 罗琳斯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67 云南 20530111150999 李烨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68 福建 20350581151823 洪家鑫 男 金融工程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69 河南 20411316151103 王明月 女 金融工程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0 云南 20532401150875 王钰丹 女 金融工程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1 广西 20450701153322 蒙菲 女 金融工程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2 广西 20450122153153 邓汪洋 男 电子商务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3 河南 20411416157930 姚言齐 女 电子商务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4 福建 20353581110816 苏梁镔 男 电子商务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5 广西 20450422151404 李佳雪 女 电子商务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6 河南 20411719150946 朱桐雪 女 财务管理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7 广西 20450127150106 石秋媚 女 财务管理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78 广西 20451001150412 李颖 女 市场营销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序号生源省份考生号（14位） 姓名 性别 录取专业 学院

79 河南 20411715152580 冯桂花 女 市场营销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80 云南 20532524153447 王淇民 男 市场营销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81 云南 20532725150311 李涛 男 市场营销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82 云南 20532924150086 山建航 男 市场营销 国脉信息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83 福建 20350100210022 郑海彬 男 网络工程（专升本） 应用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84 福建 20350100280021 林芳 女 会计学（专升本） 应用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85 福建 20350100290082 陈韦恺 男 市场营销（专升本） 应用技术学院·软件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