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同意王丽等 73位同学调整专业学习的

公示

王丽等 73位 同学经过专业学习,提 出调整学习专业的申请。

根据 《江西中医药大学全 日制本专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有

关条款,此 73位 同学均符合转专业条件,且在转出转入的计划

数内,经学生本人申请、所在学院初审,教务处审核,学校拟批

准王丽等 73位 同学调整学习专业。现将转专业情况予以公示 ,

公示时间为 ⒛21年 7月 16日 至 ⒛21年 7月 23日 下午,公示

期间如有异议,请与教务处胡老师联系,电话 079187118025。

特此公示。

附件:⒛21年本科拟转专业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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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zO21年本科拟转专业学生名单

序

号
学号 姓名 原专业 拟转入专业 拟转入班级

1 202001020078 王丽 护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⒛21公共事业管理班

2 202001036023 涂海鹏 健康服务与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2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班

3 202001029085 黄伟 市场营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⒛2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班

4 202001029051 肖子晨 市场营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⒛2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班

5 202001010123 冯予露 药学 康复治疗学 ⒛21康复治疗班

6 202001011007 张可欣 药学 (医药营销 ) 药物制剂 ⒛21药物制剂班

7 202001031023 李书凤 中药制药 药物制剂 ⒛21药物制剂班

202001020090 杨海清 护理学 药物制剂 ⒛21药物制剂班

9 202001001207 陈亮 中医学 药学 ⒛21药学 1班

10 202001015085 董淑敏 生物医学工程 医学影像技术 ⒛21医学影像技术 l班

11 202001010003 李从余 药学 医学影像技术 ⒛21医学影像技术 l班
0
彡 202001020058 吕娅娅 护理学 应用心理学 ⒛21应用心理 1班

13 202001010193 姚雷 药学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1班

14 202001024076 符瀚文 应用心理学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1班

15 202001027052 张毓轩 康复治疗学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2班

16 201901023049 陈俊霖 英语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2班

17 202001010120 吴佳雪 药学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3班

18 202001007058 余 峥 制药工程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3班

19 202001014056 祝卓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4班

20 202001019068 李金泽 保险学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4班

21 202001020127 何锶睿 护理学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5班
0
∠

0
∠ 202001033002 热发提 。亚森江 医学信启、工程 针灸推拿学 ⒛21针灸推拿 5班
0
∠ 202001015077 樊榕 生物医学工程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 西医临床 1班

24 202001015020 谭秋悦 生物医学工程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西医临床 1班

25 202001032039 吴榕琴 医学影像技术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西医临床 1班

26 202001015038 佘骞 生物医学工程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西医临床 2班

28 202001010106 韩新 药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西医临床 2班

29 202001006187 汪胜森 中药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西医临床 3班

30 202001011041 李欣宇 药学 (医药营销 )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 西医临床 3班

202001020057 沈宇航 护理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 西医临床 3班
0
∠ 202001020251 张琪 护理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西医临床 4班

34 202001035002 斯干德尔 ·苏

莱曼

食品质量与安全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21中西医临床 4班

27 202001005163 李廷芳 针灸推拿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⒛ 中西医临床 3班

202001005039 石学成 针灸推拿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⒛⒛ 中西医临床 3班

202001036056 熊梓铭 健康服务与管理 中药制药 ⒛21中 药制药 l班

36 202001011030 赖毅 药学 (医药营销 ) 中医骨伤科学 ⒛21中医骨伤 l班



序

号
歹

秃

Π

学号 姓名 原专业 拟转入专业 拟转入班级

2021中 医骨伤 1班

2021中 医骨伤 2班

⒛21中医骨伤 2班

202001036o63 万英浩 健康服务与管理 中医骨伤科学
202001031o61 仲崇威 中药制药 中医骨伤科学
202001011o43 张艳 药学 (医药营销 ) 中医骨伤科学

40

41

202001o11o20 谢丽圆 药学 (医药营销 ) 中医骨伤科学 ⒛21中医骨伤 3班

⒛21中医骨伤 3班

2021中 医骨伤 4班

⒛21中医骨伤 4班

20200101o130 李平 药学 中医骨伤科学
42

43

202001o15o84 炱旨羼莨 生物医学工程 中医骨伤科学
202001032067 谢文龙 医学影像技术 中医骨伤科学

44 20200101oo98 陈明振 药 学 中医骨伤科学 ⒛21中医骨伤 4班
45 201901o1o207 许泱滢 药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7班
46

47

20200102oo03 贺东雨 护理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7班

⒛21中医 7班

⒛21中医 7班

⒛21中医 6班

⒛21中医 6班

⒛21中医 6班

⒛21中医 6班

202001020o68 李锊 护理学 中医学
48 202001027o01 王茹钰 康复治疗学 中医学
49

50

51

52

202001020002 钟栩姗 护理学 中医学
2拟0O1o“

"6|庚
宗儒 中药学 中医学

⒛⒛01Oo⒛o2|孙婉春 制药工程 中医学
202001007o04 赵冰冰 制药工程 中医学

53 |202001019oo1 古丽孜巴 ·艾

克拜尔

保险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5班

54 202001024o99 张佳欣 应用心理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5班
202001o24112 辛增宇 应用心理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5班

⒛21中医 5班

⒛21中医 4班

⒛21中医 4班

56

57

58

202001o15o68 曾惜 生物医学工程 中医学
202001024004 文刂清林 应用心理学 中医学
202001o32o44 李泽旭 医学影像技术 中医学

59 202001010137 贺迅东 药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4班
60 202001006033 李 东 中药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4班
61 202001oo6144 饶泽晟 中药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3班
⒍
~
“

202001oo6128 郑羽涵 中药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3班

⒛21中医 3班
202001oo6o94 欧阳哲琪 中药学 中医学

64

65

66

202001oo6o67 彭路强 中药学 中医学 ⒛21中医 3班

⒛20中医 6班

⒛20中医 6班

202001oo3212 叶钰珏 中西医临床医学 中医学
202001005110 邓逸菲 针灸推拿学 中医学

67 20200102o219 释隆懿 护理学 中医养生学 ⒛21中医养生 1班
68 202001036o36 徐嘉城 健康服务与管理 中医养生学 ⒛21中医养生 l班

⒛21中医养生 1班

⒛21中医养生 l班

⒛21中医养生 2班

⒛21中医养生 2班

2021中 医养生 2班

69 202001o23o58 吴睿青 英语 中医养生学
70

71

72

73

20200102o139 万依然 护理学 中医养生学
202001o2oo16 叶昊 护理学 中医养生学
202001020o26 李孙 护理学 中医养生学
202001007o01 季奥成 制药工程 中医养生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