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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级申请转专业结果的公示 
 

根据《广东白云学院学生转专业有关规定（修订）》和《关于做

好 2016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学校共收到 54 名 2016 级

学生转专业申请。经审核，符合转专业条件共有 46 名学生，现对许

宁冲等 46名符合转专业条件学生名单公示（学生名单见附件）。公示

期自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 17：00 止。为保证本次

转专业工作的公平，公正，设举报信箱 754563151@qq.com，对本次

公示名单有疑义或对我校转专业工作有意见和建议可发邮件到此邮

箱。反映情况时要签署班级、真实姓名，要有具体事实；不签署真实

姓名或不提供具体事实材料的，一律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学校教务处 

联 系 人：马老师 

联系电话：13535590033 

 

附件：2016级转专业学生名单公示 

 

 

广东白云学院教务处 

2017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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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级转专业学生名单公示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属学院 所属专业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1 16230128007 许宁冲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 16230128002 方耿加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3 16230125025 熊诗路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4 16230101178 罗晓妍 女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5 16230101076 张天丽 女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外国语学院 英语 

6 16230101129 李炳君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7 16230101151 龚旭成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8 16230125028 肖俊杰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9 16230125038 黄锡全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 

10 16230125037 林东林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财经学院 会计学 

11 16230125019 罗国钦 男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财经学院 金融学 

12 16230207006 陈伟鑫 男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13 16230202034 陈宜宇 男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财经学院 金融学 

14 16230236006 林丹虹 女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5 16230203066 余娟 女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16 16230229061 刘帼靖 女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外国语学院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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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属学院 所属专业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17 16230604136 苏燕飞 女 财经学院 会计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8 16230608147 陈玉 女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9 16230623013 杨燕娟 女 财经学院 经济统计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 

20 16230604343 薛杰能 男 财经学院 会计学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1 16231205002 钟韵旻 女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学院 工商管理（2+2 中美合作） 

22 16231204007 胡耿凯 男 财经学院 会计学 国际学院 会计学（2+2 中澳合作） 

23 16230608096 陈子琳 女 财经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4 16230520017 邹佳彬 男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5 16230510042 梁玮宸 女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财经学院 会计学 

26 16230510037 杨婉杭 女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财经学院 会计学 

27 16230510039 余感欣 女 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外语学院 英语 

28 16230524023 林洁怡 女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 财经学院 会计学 

29 16230434075 黄曼琳 女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30 16230419001 陈健华 男 艺术设计学院 动画 艺术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31 16230340020 梁董华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城乡规划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32 16230327085 黄兴可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33 16230314021 方泽阳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财经学院 金融学 

34 16230314046 吴彪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财经学院 金融学 

35 16230314025 杨浩铭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财经学院 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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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所属学院 所属专业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 

36 16230330023 钟达时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管理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7 16230316042 卢伟利 男 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38 16230709368 陈翠丽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39 16230713028 周嘉琪 女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 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40 16230709329 黎绮霖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财经学院 会计学 

41 16230713019 欧泫 女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 财经学院 金融学 

42 16230709424 黄雪湖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财经学院 审计学 

43 16230709393 胡晓瑜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财经学院 会计学 

44 16230709300 肖秋霞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45 16230739065 李艾芯 女 外国语学院 德语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6 16230713015 黄泽平 女 外国语学院 朝鲜语 外国语学院 日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