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督促朱海雄等 36 名学生按时复学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教务处于 2022 年 7 月 8日对休学学生进行核查，朱海雄等 36名

学生休学期满。根据《湖南软件职业学院学籍管理规定》（院教字

〔2019〕8 号）文件要求：朱海雄等 36名学生应于 2022-2023-1 学

期复学。请相关学院通知学生按时办理复学手续。

一、学生名单

软件与信息工程学院 18人，现代设计学院 8人，经济管理学院

5人，建筑工程学院 4人，中兴通讯学院 1人。（具体名单详见附表）

二、复学时间

2022 年 8月 25 日--28 日

三、复学申请与审核

（一）因伤或因病休学的学生

① 学生提供复学申请和三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已恢复健康

准予复学的诊断证明；

② 学校医务室负责审核学生复学诊断证明（原件）并签署意见；

③ 二级学院负责审核学生复学材料和复学资格，对符合复学要

求的学生编班；

④学生登录强智系统办理复学并上传复学材料（材料要求清晰，

多张图片时请放入一个 Word 文档中上传）。

（二）其他原因休学的学生



① 学生提供复学申请；

② 二级学院审核学生复学材料和复学资格，对符合复学要求的

学生编班；

③ 学生登录强智系统办理复学并上传复学材料（材料要求清

晰，多张图片时请放入一个 Word 文档中上传）。

四、其他说明

未按时复学的学生，教务处将按照《湖南软件职业学院学籍管理

规定》（院教字〔2019〕8号）的退学相关条款做退学处理。事关学

生的学籍身份，请相关学院务必通知到学生个人，同时做好相关材料

的收集整理工作。

因伤或者因病休学以及其他原因休学期满应复学的学生，电脑端

办理复学手续的具体操作步骤网址如下：

http://jwc.hnsoftedu.com/article.php?hnsoft.span=Yq.Y2bp.xD

kD7K-ruzucEM.-8eTE9X4XBzeyJfSywB-Rx.BJjwQ6e3k4QJ2feSyik2sm6

W9sEChIiQY2FB9.4ZDgCrDhDd7jezX.&id=410

退役复学的学生，携带退役证前往行政楼 103 室刘老师处办理复

学手续。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7月 8 日

http://jwc.hnsoftedu.com/article.php?hnsoft.span=Yq.Y2bp.xDkD7K-ruzucEM.-8eTE9X4XBzeyJfSywB-Rx.BJjwQ6e3k4QJ2feSyik2sm6W9sEChIiQY2FB9.4ZDgCrDhDd7jezX.&id=410
http://jwc.hnsoftedu.com/article.php?hnsoft.span=Yq.Y2bp.xDkD7K-ruzucEM.-8eTE9X4XBzeyJfSywB-Rx.BJjwQ6e3k4QJ2feSyik2sm6W9sEChIiQY2FB9.4ZDgCrDhDd7jezX.&id=410
http://jwc.hnsoftedu.com/article.php?hnsoft.span=Yq.Y2bp.xDkD7K-ruzucEM.-8eTE9X4XBzeyJfSywB-Rx.BJjwQ6e3k4QJ2feSyik2sm6W9sEChIiQY2FB9.4ZDgCrDhDd7jezX.&id=410


附表：

朱海雄等 36 名休学期满学生一览表

序号 学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班级

1 201902140609 朱海雄 431026********6514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发）

1906 班

2 201902140531 罗宇超 431021********5510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发）

1905 班

3 202002130139 邝世澎 431023********6596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

发)2001 班

4 202002130443 张震南 430407********0525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

发)2004 班

5 202002130905 朱辉 430481********9536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

发)2009 班

6 202002131214 陈小南 430626********0031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

发)2012 班

7 202002131228 邱彤 431022********3196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

发)2012 班

8 202002131302 唐洋 430381********0111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Java 开

发)2013 班

9 202101130831 王顾全 431121********4536

软件技术(Java 应用软件

开发方向)

JAVA2108

10 202002120108 夏亚龙 430903********541X
软件技术（Android 安卓

应用软件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安卓开发）

2001 班

11 202002120417 李志豪 430923********0055
软件技术（Android 安卓

应用软件开发方向）

软件技术（安卓开发）

2004 班

12 201902190125 李鑫 430422********7213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大数据 1901 班

13 202002180322 舒浩林 431224********0012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003 班

14 202002080214 肖祥东 432502********3011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

芯片技术)

电子信息（智能芯片）

2002 班



序号 学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班级

15 202002080201 彭伟 430781********0514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

芯片技术)

电子信息（智能芯片）

2002 班

16 202002160711 程椽锋 430529********0273
软件技术(智能软件开

发)

软件技术（智能开发）

2007 班

17 201902010203 向毅伟 430821********0038
软件技术（软件测试技术

方向）

软件技术（软件测试）

2003 班

18 202002110218 颜雄 433127********2619 计算机网络技术
计算机网络技术 2002

班

19 201904180134 李圳 431022********2819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数字媒体 1901 班

20 201904140529 杨强太 431124********2819 动漫制作技术 动漫设计 1902 班

21 201904140519 杨炫毅 431002********0017 动漫制作技术 动漫设计 1902 班

22 201904140208 李志威 430682********8215 动漫制作技术 动漫设计 1903 班

23 202004170701 廖意豪 430521********5674 动漫制作技术

动漫制作技术2004班

（三维动画）

24 202004170428 王晋美 430522********5886 动漫制作技术

动漫制作技术2006班

（三维动画）

25 202004170121 唐欣 430482********7090 动漫制作技术
动漫制作技术2008班

（三维动画）

26 202004240226 谭秋琦 431102********7906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2002 班

27 201906060124 胡育镪 430422********0016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1901 班

28 202103210124 谭仕博 430124********9171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2101

29 202103210242 唐煜峰 430124********7310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2102

30 202103200115 杨钟理 430523********0084 大数据与会计 大数据与会计 2101

31 202103510107 张青梅 430481********4389 电子商务（本） 电子商务(本)2101

32 201805160128 廖强 430524********5970 建设工程管理 建设工管 1801 班

33 202005030110 沈旭明 430581********8297 建设工程管理 建设工程管理2001班



序号 学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专业 班级

34 202005020115 粟丰 431225********5035 建筑室内设计 建筑室内设计2001班

35 201905180207 蒋世上 433123********3638 建筑室内设计 建筑室内设计2002班

36 202039190306 蒋俊峰 430481********0553 通信技术（5G 智能网）

通信技术（5G 智能网）

2003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