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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教务处 
 
 

 

关于郝媛媛等同学的退学公告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 41 号令）第

三十条、第五十六条，《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办

法》（上理工[2017]130 号）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

上海理工大学 2018 年 12 月 24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给予郝媛

媛等同学退学决定。 

因邮寄无法送达，现向郝媛媛等同学公告送达退学决定书。

请该批同学于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校领取退学决定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退学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5 个工作日内，向

上海理工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 

专此公告。 

 

 

上海理工大学教务处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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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退学学生名单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退学原因 文件号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413010309 郝媛媛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1 号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413491110 张生丽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2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中德合作) 1712140112 丁宇飞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3 号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517440732 韩超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4 号 

环境与建筑学院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1317421126 刘辉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5 号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622010216 赵晶晶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6 号 

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526417101 BATKHUYAG 

ENKHTUVSHIN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7 号 

管理学院 金融学 1413047105 TURLYBEKOV 

ASSET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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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退学原因 文件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12087103 MENDBAYAR 

TUGULDUR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09 号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 1417017108 MOHAMED ADEL 

EID SAYED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0 号 

环境与建筑学院 土木类 1617447102 BAKTIEV ULUK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1 号 

医疗器械与食品

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1519017105 OTGONNYAM 

UDVAL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2 号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13017108 KNIAZKOVA DARIA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3 号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613017101 NGUYEN TONG 

HIEU 

未如期注册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4 号 

出版印刷与艺术

设计学院 

包装工程 1320590225 胡兴云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5 号 

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1313490514 徐婧潇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6 号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中美合作) 1613120101 曾子衿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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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退学原因 文件号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412110210 黄世庆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8 号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1622020111 简子为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19 号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411410311 覃一桂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20 号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能源动力类 1611410504 陈星宇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21 号 

中德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德

合作) 

1623020107 陈伯文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22 号 

中英国际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中英合作) 1624010217 徐谦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23 号 

管理学院 会计学 1413147101 KOSHERBAYEV 

NURLAN 

未如期复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24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测控技术与仪器 1212470117 王松年 超长修业年限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27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电子科学与技术 1212470827 王子健 超长修业年限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29 号 



第 5 / 7 页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退学原因 文件号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211410530 袁志豪 超长修业年限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36 号 

医疗器械与食品

学院 

假肢矫形工程 1219010219 陈潘伟祺 超长修业年限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37 号 

医疗器械与食品

学院 

药物制剂 1219060229 农杰 超长修业年限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38 号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213010198 OCHENGU DANIEL 

MOMANYI 

超长修业年限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1 号 

出版印刷与艺术

设计学院 

包装工程 1120570127 万斌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2 号 

出版印刷与艺术

设计学院 

包装工程 1320590316 吴含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3 号 

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 1413097101 KUSHKURBAYEV 

SERIK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4 号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中美合作) 1513127112 SHOKHJAKHON 

TOSHKENBOEV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5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312080192 LOUIS MUHEYA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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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退学原因 文件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1412047101 MUN ALEKSANDR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7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自动化 1412120122 李威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8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类 1512480415 吴毓璋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49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中德合

作)-1 

1412140131 向禹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0 号 

光电信息与计算

机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412480220 杨虎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1 号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414047101 PHAM DUC TRUNG 

KIEN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2 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414077101 QUISPE VENTURA 

MIGUEL FELIPE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3 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314410715 潘驰豪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4 号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1422010224 孙帅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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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退学原因 文件号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能源与动力工程 1311410931 李奥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6 号 

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1511410416 张津铭 学业警示退学 上理工教退字

[2018]057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