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大 学 文 件 

  

西大教〔2021〕226 号 

 

  

  

关于对陈文龙等 97名普通本科生 

达到最长修业年限作退学处理的决定 

  

校属各单位： 

我校陈文龙等 97 名普通本科生，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

业年限内未完成学业，根据《广西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

理规定（2019 年修订）》（西大教〔2019〕19 号）第四十五

条第二项的退学规定，经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教务处复核、学

生学籍处理委员会会议审议，经学校批准，予以陈文龙等 97

名同学作退学处理。 

  

附件：2021 年达到最长修业年限作退学处理学生名单 

   

                                             广西大学   

                                          2021 年 11 月 10 日 

 



附件 

2021年达到最长修业年限 

作退学处理学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年级 

1 1301100118 陈文龙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2014 

2 0601100142 黄如流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类 历史遗留 

3 1301100208 俞文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3 

4 1301100260 赵鑫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4 

5 1301150105 刘璐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3 

6 1301150125 何华坤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3 

7 1301150155 蒋军佑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3 

8 1301160108 郑兴前 男 机械工程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2014 

9 1301210160 谢子英 男 机械工程学院 物流工程 2014 

10 1302120219 林剑海 男 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2014 

11 1302120334 黄炫 男 电气工程学院 自动化 2014 

12 1302140146 邓家立 男 电气工程学院 农业电气化 2014 

13 1326210237 王琦文 男 电气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13 

14 1303110120 苏伦伦 男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14 

15 1303110135 黄志强 男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14 

16 1303110419 龚泽宇 男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014 

17 1303300103 何佳奇 男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2013 

18 1303300205 青立赞 男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2014 

19 1304200108 罗东杰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4 

20 1304200114 赵靖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4 

21 1304200127 梁晓优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14 

22 1304200144 李厚明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14 

23 1304200233 黄家乐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 2014 

24 1304200235 莫千珑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16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年级 

25 1304200245 梁兴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14 

26 1304200247 周瑞坚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应用化学 2015 

27 1304500129 蔡容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4 

28 1304500139 卢业瑛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4 

29 1304500538 覃拉 男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2014 

30 0606100221 韦荣龙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材料、资源与安全工程 历史遗留 

31 0909100214 唐军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历史遗留 

32 1236270207 高彬耘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2012 

33 1306300128 孙恒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矿物资源工程 2013 

34 1308010101 李嘉琛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环境工程 2014 

35 1308010130 梁志帅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环境工程 2014 

36 1308010231 解棱升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环境工程 2014 

37 1308010131 罗富升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环境工程 2013 

38 1309200108 陈笑浪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金属材料工程 2013 

39 1309200207 李文慧 男 资源环境与材料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2013 

40 1305100336 黄仕幸 男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2014 

41 1107300423 赵玉臻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 

42 1207200201 黄光典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3 

43 1307130121 孙飞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商务 2013 

44 1307160107 郭宁 女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3 

45 1307160117 韦嘉豪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3 

46 1307200126 陆国强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4 

47 1307200138 梁家祥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4 

48 1307200146 韦成龙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2014 

49 1307200201 吴悠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2014 

50 1307200247 王楚栋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2014 

51 1307300229 黄彪鹏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 

52 1307300240 莫泽宇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2014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年级 

53 1307300255 罗健庆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 

54 1307300346 黄辉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14 

55 1307300403 黄俊达 男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通信工程 2014 

56 1307300411 廖书苑 女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 信息安全 2014 

57 1313100410 罗寒宇 男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生物技术 2014 

58 0531100429 欧华攀 男 农学院 农业科学与技术类 历史遗留 

59 0531100503 曾凡鹏 男 农学院 农业科学与技术类 历史遗留 

60 0631100720 刘亮 男 农学院 农学 历史遗留 

61 1331100819 闫彬 男 农学院 园艺 2013 

62 1331101018 覃京龙 男 农学院 蚕学 2013 

63 0534110418 阳美元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科学 历史遗留 

64 0634110318 林浩华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科学 历史遗留 

65 0634240215 马小跃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学 历史遗留 

66 1134130212 朱荣炜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2011 

67 1234130401 毛刚男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2012 

68 1334110122 黄悦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科学 2014 

69 1334110302 卢卓坤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科学 2014 

70 1334130119 蓝程源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2015 

71 1334130209 梁春晓 女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2014 

72 1334130324 李书林 女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2014 

73 1334240208 谭黎斌 男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水产养殖学 2014 

74 1336110223 李俊桦 男 林学院 林学 2014 

75 1336110224 徐群明 男 林学院 林学 2014 

76 1336120222 韦钧元 男 林学院 园林 2014 

77 1336180106 李帅 男 林学院 生态学 2014 

78 1212270220 王达 男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2012 

79 1312110123 唐海平 男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 物理学 2014 

80 1312110125 程业海 男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 物理学 2014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年级 

81 1312110129 卖天顺 男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 物理学 2014 

82 1312110226 张敏捷 男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 物理学 2014 

83 1321110213 李天缘 男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2014 

84 1320200113 韦程瀚 男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学 2014 

85 1326211338 蒋芝东 男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014 

86 0625110414 黄东明 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历史遗留 

87 1117510208 付亚男 女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2011 

88 1317310114 
卓玛才

让 
女 艺术学院 舞蹈学 2013 

89 1317310213 李思瑞 男 艺术学院 舞蹈学 2013 

90 1317610118 胡诚 男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2013 

91 1322310130 管英杰 男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2013 

92 0623260108 刘家贤 男 工商管理学院 农林经济管理 历史遗留 

93 0723280138 卢泽新 男 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历史遗留 

94 1326211339 廖才富 男 经济学院 财政学 2013 

95 1318010119 华俊钧 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应用心理学 2014 

96 1318010131 卢向阳 男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应用心理学 2014 

97 0826211025 田佳灵 女 国际学院 英语 历史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