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1 年 1 月拟毕业研究生补照电子注册照片的通知 

目前，我校已申报 2021 年 1 月毕业的研究生中，仍有部分学生未参加毕业

生电子注册图像采集（毕业生电子注册图像用于制作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

电子注册及学位数据上报）。请拟定于 2021 年 1 月毕业且未参加电子注册图像采

集的研究生（名单见附件 1）务必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之前携带二代身份证自

行到摄像公司（中凯娇子数码技术有限公司，见附件 2）进行补拍，否则将无法

按时领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对于部分 2020 年 12 月 10 日以后预报毕业，拟定于 2021 年 1 月毕业且未参

加毕业生电子注册图像采集的博士研究生也务必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之前携带

二代身份证自行到摄像公司进行补拍。 

此外，对于已申报 2021 年 1 月毕业，但暂未进行毕业信息核对的研究生，

请务必按照《关于 2021 年 1 月预毕业研究生信息核对的通知》的要求（详见网

址：http://gs.ustb.edu.cn/index.php/cms/item-view-id-2771.shtml），登陆研究生信息

管理系统“个人信息→毕业信息核对”栏，核对姓名、性别、姓名拼音、身份证

号、出生日期等个人信息。 

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

010-62332452。 

附件 1：2021 年 1 月拟毕业未参加电子注册照片采集的研究生名单； 

附件 2：毕业研究生电子照片补照地点及乘车路线。 

 

                                      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5 日 



附件 1： 

2021 年 1 月拟毕业未参加电子注册照片采集的研究生名单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1 B20150026 吴再海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2 B20150029 刘文胜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采矿工程 

3 G20188095 汪东芳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矿业工程 

4 G20188129 孟荣荣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5 S20180130 王梦飞 土木与资源工程学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6 B20160061 时屹然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 

7 G20188143 安苛苛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 

8 G20188157 刘桂喜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 

9 S20180147 孔令路 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10 B20130139 李积鹏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11 B20150479 程礼梅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12 B20160121 李维福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13 B20170134 袁可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14 G20183007 郭森林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15 G20183008 缪亮 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 

16 B20080264 王建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加工工程 

17 B20100282 姚华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8 B20120197 白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19 B20140201 姜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 B20150158 刘鹤宁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1 B20150186 安琪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2 G20188326 邓宸凯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23 G20188352 景宇宇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24 G20188360 李明泽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工程 

25 S20180277 鲍旭源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6 S20180290 龚超民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7 B20130319 裴未迟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8 B20160231 肖彪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29 G20188477 陈齐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0 G20188598 郑斯亮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1 S20180458 李杨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2 S20180498 杨庆利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33 S20180536 金思雨 机械工程学院 ★设计艺术学 

34 B20120382 王占扩 自动化学院 控制科学与工程 

35 G20188773 张木良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与通信工程 

36 G20188797 姬白雪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37 G20188813 庞诺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技术 

38 S20180619 郭燕妮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39 S20180620 郝锐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40 S20180623 胡正华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41 S20180655 郑雨泓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信息与通信工程 

42 S20180667 乐缙蔚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3 S20180669 李继璇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4 B20110414 梁德山 数理学院 凝聚态物理 

45 G20173021 李峰 数理学院 软件工程 

46 G20173041 张炜遥 数理学院 软件工程 

47 B20130449 孟兆磊 经济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 

48 G20183298 董志发 文法学院 公共管理 

49 S20171091 卢伟 文法学院 社会学 

50 B20160382 崔晓丹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51 S20121773 马睿 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 

52 B20160476 高鹏飞 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材料科学与工程 

53 B20150536 田玉琬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54 B20150538 徐奥妮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55 B20160521 吴德权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56 B20160536 贾鑫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57 G20189324 张粉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工程 

58 S20181310 常卫卫 新材料技术研究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附件 2： 

毕业研究生电子照片补照地点及乘车路线 

公司名称：中凯娇子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太平桥路光大银行正对面（数码证

照）；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早 9 点至晚 5 点（中午 12 点至 1 点休息）； 

联系电话：63334092； 

公交地铁路线：在六里桥北里或六里桥东下车，换乘运通 120 路在首

科花园小学站（2 至 3 站）下车，往回走 50 米，光大银行正对面，

数码证照内； 

自驾车路线：六里桥向东，第一个红绿灯，向南 70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