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补注册的通知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将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补注册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对象： 

2019 级（含）以前未按时注册的在校研究生。 

二、注册时间 

2019 年 11 月 4 日～2019 年 11 月 8 日，具体注册时间以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安排为准。 

三、注册地点及方式 

注册地点及注册方式以各学院安排为准。 

四、相关要求 

1、请各位研究生将 2019 学年度及以前应缴纳的学费、住宿费于 11 月 3 日

前通过北京科技大学电子支付平台进行缴费（网址：http://pay.ustb.edu.cn），以免

影响注册。登录账号为学生本人学号，初始密码为 123456。在缴费过程中，如

遇问题，请拨打 62334805 咨询。 

2、研究生新生入学体检是新生资格审核的重要内容之一。每位新生均须参

加入学体检，体检合格者才能予以注册。我校 2019 级研究生新生入学体检已于

9 月份结束，根据校医院反馈的结果，有部分同学未按时参加体检或体检项目不

全（名单见附件）。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务必通知每位相关学生，按照校医院的

要求进行体检（体检时间：10 月 23 日～11 月 8 日期间，每周二、周四 8:30 之

前。体检时需空腹，携带报到时已发的体检表。）。在体检结果出来之前，暂不予

注册。校医院保健科联系电话：62332793，联系人：辛医生。 

五、其他事项 

1、研究生可于 11 月 11 日～11 月 15 日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退补

选第 9～16 周开设的课程，过期不予受理。 

2、丢失学生证的学生可在注册期间持辅导员签字、学院盖章的《研究生补

办学生证申请表》，到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博士后办公楼 104）补办。 



《研究生补办学生证申请表》下载地址：研究生院主页→培养→学籍→下载

中心→《研究生补办学生证申请表》。 

3、其他未尽事宜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62332452。 

 

附件：《2019 年未按时参加体检或体检项目不全的研究生名单》 

 

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3 日 

 



附件： 

2019 年未按时参加体检或体检项目不全的研究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体检情况 

1 B20190017 郭鹏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未体检 

2 B20190044 赵志强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矿物加工工程 未体检 

3 G20198073 李博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矿业工程 未体检 

4 G20198125 程肖禾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5 B20190123 刘南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6 G20193010 冯春松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未体检 

7 B20190146 蒋凌枫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未体检 

8 B20190230 耿亦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未体检 

9 G20193016 徐明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未体检 

10 G20198340 陈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11 S20170372 孙宏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未体检 

12 S20170397 魏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未体检 

13 S20190287 陈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14 S20190327 李苹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15 S20190396 杨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16 G20198591 王永乐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17 G20198599 肖凯莉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18 G20198602 许晓东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19 S20190437 崔政国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20 S20190460 李明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未体检 

21 S20190484 王妲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22 S20190524 李浩 机械工程学院 ★物流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23 G20193030 方慧婷 数理学院 软件工程 未体检 

24 G20193032 何彦仪 数理学院 软件工程 未拍胸片 

25 G20198899 曹亚伟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 未拍胸片 

26 B20190415 张唯玮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未体检 

27 G20193064 薄丽蕊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28 G20193067 陈佳环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29 G20193081 房晨晓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30 G20193115 李硕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体检 

31 G20193132 刘洋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32 G20193147 欧映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33 G20193149 潘会子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34 G20193159 尚亚薇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35 G20193207 袁凡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体检 

36 G20193214 张健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37 G20193233 郑晓彤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复检结果未返回

38 G20198953 李栋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复检结果未返回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体检情况 

39 G20198965 刘亚东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体检 

40 G20198966 刘亚楠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41 G20198978 孙洁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42 G20199002 袁小茵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43 G20199013 张智鹏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复检结果未返回

44 G20199019 周婵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体检 

45 G20199020 朱红平 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未拍胸片 

46 G20193257 张琦 文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未体检 

47 G20193273 陈涛 文法学院 社会工作 未体检 

48 G20193277 韩璐 文法学院 社会工作 未拍胸片 

49 G20193291 马月琴 文法学院 社会工作 未体检 

50 G20193300 詹华旺 文法学院 社会工作 未体检 

51 G20193307 曹静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拍胸片 

52 G20193313 高伟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拍胸片 

53 G20193319 胡诗博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拍胸片 

54 G20193323 李慧婷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拍胸片 

55 G20193328 李胜男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体检 

56 G20193342 苗智文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拍胸片 

57 G20193350 陶亚萍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体检 

58 G20193353 王璐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体检 

59 G20193369 赵朔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未拍胸片 

60 G20199039 赵起宁 文法学院 法律(非法学) 未拍胸片 

61 B20190442 程娅杰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 未体检 

62 G20199144 张坤 外国语学院 翻译 复检结果未返回

63 B20190491 张涛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64 G20199189 梁定亮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65 G20193395 冯海东 工程技术研究院 机械工程 未体检 

66 G20193396 顾宗城 工程技术研究院 机械工程 未体检 

67 G20193398 马留东 工程技术研究院 机械工程 未体检 

68 G20193399 王多洋 工程技术研究院 机械工程 未体检 

69 G20193400 杨东晓 工程技术研究院 机械工程 未体检 

70 G20193401 张林威 工程技术研究院 机械工程 未体检 

71 G20193402 陈嘉庚 工程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未体检 

72 G20193403 纪剑峰 工程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未体检 

73 G20193404 叶志国 工程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未体检 

74 G20193405 张振江 工程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未体检 

75 B20190516 冯道方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仪器科学与技术 未体检 

76 G20193407 李岚涛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材料工程 未体检 

77 G20199286 江亮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冶金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78 B20190555 董亮 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冶金工程 未体检 

79 G20199324 王鑫 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冶金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80 G20199326 吴恩浩 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冶金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体检情况 

81 S20191331 张淮 钢铁冶金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冶金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82 B20190610 王建文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未体检 

83 B20190611 邬博宇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未体检 

84 B20190618 田树科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85 G20199356 管大伟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86 G20199379 刘文龙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87 G20199394 王金龙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88 G20199397 王亚杰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89 G20199410 杨昊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90 G20199425 张帅华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91 S20191345 董诗鹏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92 S20191390 王慧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93 S20191401 夏天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94 S20191406 徐正姣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复检结果未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