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41032 年级 2014年春季

姓名 杜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1030150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照片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9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63002 年级 2016年秋季

姓名 王凤姣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41020419940512404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9 08:30-10:00 F12020023 国际财务管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63019 年级 2016年秋季

姓名 刘晓银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91992040200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63021 年级 2016年秋季

姓名 孙健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91992082901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71006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陈良学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012819721008707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1 2019-05-18 08:30-10:00 F12020004 成本会计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1004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赵男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22010219921001462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8 08:30-10:00 F07020009 企业战略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1010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昝玉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82319921224147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12 质量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31171009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陈道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343419840203002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9 08:30-10:00 F27020023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应用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9 10:20-11:50 F27020008 运动控制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004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莫婷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43092219880418462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30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028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叶旭辉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920905657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066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陈彦百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919860927133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067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雷东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91988011321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3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068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罗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87030106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4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125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苏一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21990053100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182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潘聪聪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87031374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205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刘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001011994100802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1220 年级 2017年春季

姓名 范晓亮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771006409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 F0000000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517300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漆文婷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法学

有效证件号 51092319930404076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9 08:30-10:00 F05020016 知识产权法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环境保护法学 F05020023 考查

司法文书 F0502001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73014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徐燕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012219951123592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9 08:30-10:00 F12020023 国际财务管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6 2019-05-19 10:20-11:50 F12020021 金融会计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注册会计师审计案例 F12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73015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邓明微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34331995100927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9 08:30-10:00 F12020023 国际财务管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7 2019-05-19 10:20-11:50 F12020021 金融会计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注册会计师审计案例 F12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73016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邓明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343319901012274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9 08:30-10:00 F12020023 国际财务管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8 2019-05-19 10:20-11:50 F12020021 金融会计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注册会计师审计案例 F12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117300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张知易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经济学

有效证件号 5101131996061100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9 08:30-10:00 F11020023 产业经济学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7 2019-05-19 10:20-11:50 F11020024 资源环境经济学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0 2019-05-19 13:00-14:30 F07020020 市场营销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信息经济学 F1102000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1173006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梁海洋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经济学

有效证件号 44080319810809155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3 2019-05-18 08:30-10:00 F11020021 西方经济学(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8 10:20-11:50 F12020020 货币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8 14:50-16:20 F11020008 投资经济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9 08:30-10:00 F11020023 产业经济学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8 2019-05-19 10:20-11:50 F11020024 资源环境经济学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1 2019-05-19 13:00-14:30 F07020020 市场营销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信息经济学 F1102000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917300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陈家宝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安全工程

有效证件号 4403011991062455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0 2019-05-18 08:30-10:00 F09020008 电气安全工程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8 10:20-11:50 F09020005 安全系统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8 13:00-14:30 F09020009 安全人机工程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8 14:50-16:20 F09020022 过程设备与控制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24 生产技术概论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4 2019-05-19 13:00-14:30 F09020011 通风与防尘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9 14:50-16:20 F09020016 燃烧与爆炸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工业卫生概论 F09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3008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杨学良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12841983031134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8 08:30-10:00 F07020009 企业战略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12 质量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运筹学 F0202000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3009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卢维姣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880709266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8 08:30-10:00 F07020009 企业战略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12 质量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运筹学 F0202000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301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吕莉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811215536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12 质量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运筹学 F0202000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3013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刘巍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8119900508513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8 10:20-11:50 F07020021 生产与运作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12 质量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组织行为学 F07020010 考查

运筹学 F02020005 考查

创业管理 F07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3017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芶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291984080952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12 质量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运筹学 F0202000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73019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罗咏秋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1219940829094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9 08:30-10:00 F07020011 人力资源管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12 质量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运筹学 F0202000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8173003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蒋世军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测绘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121978031554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8 14:50-16:20 F28020022 GPS原理与应用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9 08:30-10:00 F28020026 地籍测量与管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9 14:50-16:20 F21020031 GIS原理与应用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遥感原理与应用 F28020028 考查

地图投影 F28020030 考查

数字摄影测量学 F2802002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8173007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杨博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8241993081944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9 08:30-10:00 F08020011 领导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行政公文写作 F08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8173015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李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9021995011500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9 08:30-10:00 F08020011 领导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行政公文写作 F08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4617300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陈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0219881230255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8 13:00-14:30 F21020027 水文统计分析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9 2019-05-19 10:20-11:50 F21020023 水文地球化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9 13:00-14:30 F21020025 水文地质学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3 2019-05-19 14:50-16:20 F21020021 计算机高级语言
（C）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环境地质学 F21020022 考查

构造地质学 F26020003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417300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赵志章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7221992091554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8 2019-05-18 08:30-10:00 F24020010 编译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9 08:30-10:00 F24020013 软件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9 10:20-11:50 F24020012 微机系统与接口
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Java程序设计 F2402002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417300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罗洋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11987072272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9 08:30-10:00 F24020013 软件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9 10:20-11:50 F24020012 微机系统与接口
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Java程序设计 F2402002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3117300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董丽军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851101622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9 08:30-10:00 F27020023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应用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9 10:20-11:50 F27020008 运动控制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控制技术 F2702000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31173010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陶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090219830127059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6 2019-05-18 08:30-10:00 F27020003 电机与电力拖动
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8 10:20-11:50 F27020010 控制系统仿真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8 13:00-14:30 F27020022 传感器原理与检
测技术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8 14:50-16:20 F27020005 自动控制理论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9 08:30-10:00 F27020023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应用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9 10:20-11:50 F27020008 运动控制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控制技术 F2702000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31173018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何彬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11241979011149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9 08:30-10:00 F27020023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应用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9 10:20-11:50 F27020008 运动控制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控制技术 F2702000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31173020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杨旭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01821988080858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9 08:30-10:00 F27020023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应用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9 10:20-11:50 F27020008 运动控制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控制技术 F2702000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3117302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丁闯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01821988022568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9 08:30-10:00 F27020023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应用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9 10:20-11:50 F27020008 运动控制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控制技术 F2702000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31173023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朱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078119790403257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9 08:30-10:00 F27020023 电气控制技术与
PLC应用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9 10:20-11:50 F27020008 运动控制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控制技术 F2702000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0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何露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30215408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5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25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梁冬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86120975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45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冯文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2319870120333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49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庞子皓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92123000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50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向兴竹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62219910816212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5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杨爱霞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8119820927218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6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甘锦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2211975020502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77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贺丹霖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880826263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79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李祥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821991011428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6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09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谭东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6221989122725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118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祝融松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81993010736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26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李桂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22619731006083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34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苟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860905625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35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张宗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021991072520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7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36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许亚男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950729006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37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万尧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0219941205435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38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朱海军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941003541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39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李红军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021973092212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40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张俊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97092806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8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43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王远斌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21984031372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9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5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郑元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5211986101438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53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楚龙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219841224003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66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梁津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12010519741116484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67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秦威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770327129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70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李炅锶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4312811990083104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0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27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李银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43092119941120302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1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36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郭天涯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0010119860520572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49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羊泉霖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021988110541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5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刘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92319901005369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3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57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刘婷婷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4108811994101445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2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4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71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邱学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86110812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7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陈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331990092000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3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73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刘林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4205001972122402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4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73376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王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0023419920325885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5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38 建筑装饰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39 桩基工程及其检
测技术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F06020037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7173002 年级 2017年秋季

姓名 赵亮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有效证件号 12022519820419027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 2019-05-18 08:30-10:00 F27020024 工程机械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8 10:20-11:50 F27020017 机械设计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 2019-05-18 13:00-14:30 F27020019 机械制造工艺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8 14:50-16:20 F59020004 金属切削机床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0 2019-05-19 10:20-11:50 F59030001 机电一体化系统
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液压传动 F27020013 考查

数控技术及数控机床 F2702001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8100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陈艳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800823328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9 2019-05-18 08:30-10:00 D12020008 成本会计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8 10:20-11:50 D12020010 电算化会计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8 13:00-14:30 D12020003 国家税收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8 14:50-16:20 D12020004 中级财务会计
(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518100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汪洋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法学

有效证件号 51101119940329415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6 2019-05-18 08:30-10:00 F05020006 刑事诉讼法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8 10:20-11:50 F05020014 国际经济法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8 13:00-14:30 F05020022 企业法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8 14:50-16:20 F05020004 刑法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国际私法学 F0502001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518101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郝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法学

有效证件号 51012119900518884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7 2019-05-18 08:30-10:00 F05020006 刑事诉讼法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8 10:20-11:50 F05020014 国际经济法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8 13:00-14:30 F05020022 企业法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8 14:50-16:20 F05020004 刑法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国际私法学 F0502001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8100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洪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840315128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2 2019-05-18 08:30-10:00 F12020004 成本会计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8 10:20-11:50 F12020020 货币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8 13:00-14:30 F12020005 管理会计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8 14:50-16:20 F12020007 电算化会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审计学 F1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8100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吕素梅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372119920908098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3 2019-05-18 08:30-10:00 F12020004 成本会计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8 10:20-11:50 F12020020 货币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8 13:00-14:30 F12020005 管理会计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8 14:50-16:20 F12020007 电算化会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审计学 F1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8101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杜卫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080219730115126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4 2019-05-18 08:30-10:00 F12020004 成本会计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8 10:20-11:50 F12020020 货币金融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8 13:00-14:30 F12020005 管理会计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8 14:50-16:20 F12020007 电算化会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审计学 F1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100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朱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850823004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8 08:30-10:00 F07020009 企业战略管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8 10:20-11:50 F07020021 生产与运作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8 13:00-14:30 F07020014 物流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组织行为学 F07020010 考查

项目管理 F07020013 考查

创业管理 F07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100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杨志蓉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12719790512392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8 08:30-10:00 F07020009 企业战略管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8 10:20-11:50 F07020021 生产与运作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8 13:00-14:30 F07020014 物流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组织行为学 F07020010 考查

项目管理 F07020013 考查

创业管理 F07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100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兰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1119940324763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8 08:30-10:00 F07020009 企业战略管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8 10:20-11:50 F07020021 生产与运作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8 13:00-14:30 F07020014 物流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组织行为学 F07020010 考查

项目管理 F07020013 考查

创业管理 F07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102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江海燕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72319880106216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7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8 10:20-11:50 F07020021 生产与运作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0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5 2019-05-19 13:00-14:30 F07020020 市场营销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创业管理 F07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103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刘纲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08031977111829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8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8 10:20-11:50 F07020021 生产与运作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组织行为学 F07020010 考查

项目管理 F07020013 考查

创业管理 F07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103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陈式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08021975030504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9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8 10:20-11:50 F07020021 生产与运作管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组织行为学 F07020010 考查

项目管理 F07020013 考查

创业管理 F0702002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318100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朱阳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法律事务

有效证件号 5108021992101305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8 2019-05-18 08:30-10:00 D05020022 民事诉讼法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8 10:20-11:50 D05020021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8 13:00-14:30 D05020026 刑事诉讼法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9 13:00-14:30 D05020020 刑法学概论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劳动法 D16020001 考查

宪法学概论 D0502001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102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0119640117083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4 2019-05-18 13:00-14:30 D08020009 领导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8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5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102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丽红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219640312262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21 2019-05-18 08:30-10:00 D08020013 政府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8 10:20-11:50 D08020008 地方政府学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5 2019-05-18 13:00-14:30 D08020009 领导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8 14:50-16:20 D08020006 秘书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公共关系学 D08020007 考查

组织行为学 D0702000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103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黄春媚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080119891212202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6 2019-05-18 13:00-14:30 D08020009 领导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9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6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公共关系学 D08020007 考查

组织行为学 D0702000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103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牟德明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011964010400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7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104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红梅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0119730324066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0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8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818101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瑞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92021958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5 2019-05-18 08:30-10:00 F08020009 市政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8 10:20-11:50 F08020012 行政组织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8 13:00-14:30 F08020018 政府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8 14:50-16:20 F08020013 政府经济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中外政治制度 F08020014 考查

组织行为学 F0702001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3018100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余燕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岩土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871228490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 2019-05-18 08:30-10:00 D13020017 工程地质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2 岩体力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06 土力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基础工程学 D06020008 考查

建设法规与合同管理 D1302001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0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恒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3412251992050360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4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0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日生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08031973102624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5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1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雍鑫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0121900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7 2019-05-18 08:30-10:00 D07020007 企业战略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3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黄鱼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961223129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6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4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郑志然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42030319810422175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7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6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彩霞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42062419840927582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8 2019-05-18 08:30-10:00 D07020007 企业战略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8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7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邱曾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121976051542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9 2019-05-18 08:30-10:00 D07020007 企业战略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7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媚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891015766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7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汪美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2319890903356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9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109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周楷迪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61996081848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0 2019-05-18 08:30-10:00 D07020007 企业战略管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8 10:20-11:50 D07020005 金融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8 14:50-16:20 D07020022 创业管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0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坤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12022519810629297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4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1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志柴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90219920203607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5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1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胡通运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252719760917525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6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2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范吉福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62119790727005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7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3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宋垒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13062619850930409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8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3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王雪峰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2301261989021843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4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王志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36220219740923003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4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雄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82119890609033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4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丁洪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21988052600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9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5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杨建林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92219951019507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6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王德胜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42122119921115569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8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尹帮麒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61979070370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0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9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方枷焰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51999100806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9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于济华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72319910206333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09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道嵩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301984010860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0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赵宝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12022519750107297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4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0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袁蓉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62119831019002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5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1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陈晓坤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71981110926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1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吴应宽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231981092337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6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2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建平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8119870512194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7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2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孟祥雷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12022519880205279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8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3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范松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42419950820283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9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4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鲜梦森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41992100819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0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4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窦杨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88061409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16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陈志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43042619991218955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1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0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文云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22719800728303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1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陈相敏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0010119961207622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5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唐雨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43030419890702379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2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6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梁彦廷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12022519680221297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3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7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杨小龙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230119750112549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8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杨理锦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4312211997012232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9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余东旭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419970725147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4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9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欧忠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419830424565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5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129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星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2219890518139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6 2019-05-18 08:30-10:00 D06020022 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8 10:20-11:50 D06020019 混凝土结构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0 建筑施工技术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8 14:50-16:20 D06020021 结构力学(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材料力学(2) D06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100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刘开鑫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980606327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8 10:20-11:50 D01020022 数据库技术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8 13:00-14:30 D01020011 数据结构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8 14:50-16:20 D01020019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2 2019-05-19 10:20-11:50 D00010003 计算机高级语言
（C）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9 14:50-16:20 D01020003 数字逻辑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WEB页面设计 D01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100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周昕爽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821995052606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6 2019-05-18 08:30-10:00 D01020004 离散数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8 10:20-11:50 D01020022 数据库技术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8 13:00-14:30 D01020011 数据结构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8 14:50-16:20 D01020019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WEB页面设计 D01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100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焘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0023519950117465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7 2019-05-18 08:30-10:00 D01020004 离散数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8 10:20-11:50 D01020022 数据库技术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8 13:00-14:30 D01020011 数据结构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8 14:50-16:20 D01020019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WEB页面设计 D01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101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陶东霖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911006245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8 2019-05-18 08:30-10:00 D01020004 离散数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8 10:20-11:50 D01020022 数据库技术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8 13:00-14:30 D01020011 数据结构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8 14:50-16:20 D01020019 面向对象程序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WEB页面设计 D01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418100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杨海琴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12619920422492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9 2019-05-18 08:30-10:00 F24020010 编译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8 10:20-11:50 F24020009 数据库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8 13:00-14:30 F24020011 计算机体系结构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8 14:50-16:20 F24020007 数据结构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方法 F2402000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418100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唐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231996071961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20 2019-05-18 08:30-10:00 F24020010 编译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8 10:20-11:50 F24020009 数据库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8 13:00-14:30 F24020011 计算机体系结构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9 10:20-11:50 F24020005 操作系统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9 14:50-16:20 F24020004 计算机组成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方法 F24020008 考查

数字逻辑 F24020002 考查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1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任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89091044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6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2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高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8119910317004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4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3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蒲星仁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0120303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7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3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刘彤韬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4301031978051645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8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4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闵睿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91993020500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19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8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刘琪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8119860628314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0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8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郭红梅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281979081458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1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8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2319860628554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2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9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伏兴飞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2119820118369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5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097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刘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62119890906356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3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0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海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241986101000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4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0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顾惠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2419811025212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5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1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晏丽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919830410062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6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15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果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2219861107137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6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5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1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陈伟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8119871002563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7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2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吴松洋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43011119820423253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7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2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杨大发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121974092448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6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5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勇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21972030541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8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6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秀坤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2419910908505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29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6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袁淼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781108079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4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7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7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琦松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8219831104705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9考场 教学楼009 30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18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戴树凯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419790409237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02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施鑫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34242519880402009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2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0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王鸿翔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021989031377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3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11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何小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791228559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4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1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福添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81993060330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5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2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宋晓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891117195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8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23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21970071326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6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2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陈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271981052224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7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4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卢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819820614212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8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5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张琦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821983110470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9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58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戴军涛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81994071809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0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3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8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6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朱安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870708909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1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4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76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何宁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60219811213765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5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5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9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8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李振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221986030145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2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6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28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蒋碧蓉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021980030741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3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7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300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夏楠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419870518127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4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8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1319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孟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2211988101100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0考场 教学楼010 15 2019-05-18 08:30-10:00 F06020015 高层建筑结构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8 10:20-11:50 F06020035 高层建筑施工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8 13:00-14:30 F06020014 建筑结构抗震设
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9 2019-05-18 14:50-16:20 F06020036 房地产经营与管
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建筑经济与管理 F0602004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1004 年级 2018年春季

姓名 唐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5106231997042566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7 2019-05-18 08:30-10:00 F27020003 电机与电力拖动
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8 10:20-11:50 F27020010 控制系统仿真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8 13:00-14:30 F27020022 传感器原理与检
测技术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8 14:50-16:20 F27020005 自动控制理论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过程控制 F27020009 考查

电力电子技术 F27020004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8300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倩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61232519860518006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9 2019-05-19 10:20-11:50 D11020004 会计学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8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8301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卢籽伊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95092057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0 2019-05-19 10:20-11:50 D11020004 会计学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9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8301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廖敏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51012419910116634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1 2019-05-19 10:20-11:50 D11020004 会计学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0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8301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周岳粤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51162119930128790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2 2019-05-19 10:20-11:50 D11020004 会计学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1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8301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洋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5101061988111148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3 2019-05-19 10:20-11:50 D11020004 会计学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2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8302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刘杰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51162219951229134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4 2019-05-19 10:20-11:50 D11020004 会计学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3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 D12020009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51830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金洁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法学

有效证件号 50010519890818032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8 13:00-14:30 F05020003 法理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9 10:20-11:50 F05020013 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9 13:00-14:30 F05020005 民法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9 14:50-16:20 F05020030 民事诉讼法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学 F0502000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8300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陈强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5110241981022456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7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3 2019-05-19 13:00-14:30 F12020003 中级财务会计
(2)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统计学 F07020004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218301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何思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学

有效证件号 44080419950821182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9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8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4 2019-05-19 13:00-14:30 F12020003 中级财务会计
(2)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统计学 F07020004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118300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赵洪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经济学

有效证件号 51302919911102093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6 2019-05-19 10:20-11:50 F11020002 财政与税收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F11020020 考查

统计学 F07020004 考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118300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一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经济学

有效证件号 51302219971003372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8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统计学 F07020004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918300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何欣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安全工程

有效证件号 34082219960929526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7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7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10 安全管理工程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9 13:00-14:30 F09020007 机械安全工程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9 14:50-16:20 F09020016 燃烧与爆炸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301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黄美玲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35078119820423202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0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1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6 2019-05-19 13:00-14:30 F07020020 市场营销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财务管理 F07020003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302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晨宇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890406157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1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2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7 2019-05-19 13:00-14:30 F07020020 市场营销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9 14:50-16:20 F07020002 会计学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财务管理 F07020003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302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汤志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860505087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2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3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8 2019-05-19 13:00-14:30 F07020020 市场营销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财务管理 F07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8302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赵萍萍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00406892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3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4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9 2019-05-19 13:00-14:30 F07020020 市场营销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财务管理 F07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31830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唐东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法律事务

有效证件号 5109231989103041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1 2019-05-19 10:20-11:50 D05020003 法理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9 13:00-14:30 D05020020 刑法学概论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9 14:50-16:20 D05020025 民法学概论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经济法概论 D05020024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唐瑶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62119950328032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1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9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0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邱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0119940711008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2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0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0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曾惠敏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9011989040533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3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1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0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谢娇娇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62242519950522764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4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2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1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矣乾坤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304261990102025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5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3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1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林青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4302231991061718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6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4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2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彭燕娟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148119860514338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7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5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3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刘凯利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148119930302170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8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6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8303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曾斐明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62219950821553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9 2019-05-19 10:20-11:50 D08020011 行政管理学概论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7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学概论 D08020003 考查

政治学 D08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818300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春梅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2419860222038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8 14:50-16:20 F15020012 公共管理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5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9 13:00-14:30 F08020020 行政法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9 14:50-16:20 F08020010 公共政策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统计学 F08020003 考查

经济法 F0802002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818300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榴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43102819910419022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6 2019-05-19 10:20-11:50 F07020008 管理信息系统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9 13:00-14:30 F08020020 行政法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9 14:50-16:20 F08020010 公共政策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社会统计学 F08020003 考查

经济法 F08020021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3018300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潘鹏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岩土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51992021728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1 地质学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9 13:00-14:30 D06020004 理论力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0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董珊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90119970828064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0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1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晓娅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82319800309642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2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窦红梅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82619900613382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2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龙新宁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960226376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2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马兴源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4103261995092500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4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3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秦雪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91122509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5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3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何金库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890126233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6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4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丹萍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910628288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7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4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林伽炘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321999090800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8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5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谢贵平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1119780905450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9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6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甘书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12319950518335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0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6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欧阳昆鹏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4127281994092603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1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6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冯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2021981082416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2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6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靖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301111995100626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3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6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郑超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7261981110448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4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7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赵志恒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001091989053075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5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09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肖静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92319900225566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6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10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袁芳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940620028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7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10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齐正官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930228889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8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10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郑启冲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811230077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9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11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乔令学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41132519830412357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0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8312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玲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970325682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1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0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袁晴晴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41072419970308304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2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力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81994110536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2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宋乾兵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61971122622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3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建伟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891201817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3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超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21221171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3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佳姝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419821208026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0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4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戴洵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6201231995102117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1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4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蒋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90010934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4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磊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3429211999012843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4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骆卫东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1111977031731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4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彭苗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2121970080831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5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刘波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301985110446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5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谭经纬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71972012804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6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吴昌琼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52219900220592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6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孟丛云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221976050812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7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罗沂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0038419971025001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0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7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天才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811995060615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8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丁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319730718877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8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白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91997091743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9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刚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00504105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9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贾超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70419810712005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09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倪玉婷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8419981025866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1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晓闯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41092319910810543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4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舒红梅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870722724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5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吴科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51992012923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5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陈英耀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222419710412117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0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6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静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32119920925622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1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6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周洋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8119920709827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7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文聪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21970100810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7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兵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61975050557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7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孝明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7231971042035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8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刘佳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51991052609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8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黎显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871219342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19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231996032659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刘伟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419840728067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0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吴诚诚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971119345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0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1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飞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619781014005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1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2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罗泽琼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9011987052530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3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勇军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292519761024519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4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灵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21024207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4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何康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60809539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4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佳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82119980804183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8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古锐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8319950524043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29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跃平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219711025003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0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0219751104637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2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曾程程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940620834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2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夏爽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011987110102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0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2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瞿榕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0119960327085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2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森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72319790511567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2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黄先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221977010143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2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3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毛运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1119740504509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3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清洪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25011981071524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5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5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孟春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820109748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6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6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婷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50219950421454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7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7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雍琴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21021492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8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8339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文帅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70713057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8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9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9 房屋建筑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1) D09020019 考查

建筑材料 D06020015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818300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苏苏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测绘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72319941026554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9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9 10:20-11:50 D28020019 摄影测量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9 13:00-14:30 D28020018 测量平差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数字测图 D28020020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881830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黄星星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经济信息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62119911212446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5 2019-05-19 10:20-11:50 D11020004 会计学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9 13:00-14:30 D07020006 管理信息系统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2 2019-05-19 14:50-16:20 D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西方经济学(1) D07020015 考查

管理数学(2) D00010020 考查

统计学 D02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018304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刘亚明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91062924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8 14:50-16:20 D59020002 机械制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0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9 10:20-11:50 D59020006 机械控制工程基
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3 2019-05-19 13:00-14:30 D27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9 14:50-16:20 D59020007 液压传动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018305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郑亮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02119790901079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8 14:50-16:20 D59020002 机械制图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1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9 13:00-14:30 D27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9 14:50-16:20 D59020007 液压传动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301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黄鑫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419871209347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3 2019-05-19 10:20-11:50 D00010003 计算机高级语言
（C）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6 2019-05-19 13:00-14:30 D01020023 电工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9 14:50-16:20 D01020003 数字逻辑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物理(2) D00010018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301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赖欢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90219961216046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4 2019-05-19 10:20-11:50 D00010003 计算机高级语言
（C）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7 2019-05-19 13:00-14:30 D01020023 电工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9 14:50-16:20 D01020003 数字逻辑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物理(2) D00010018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301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赵炫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7251991082177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5 2019-05-19 10:20-11:50 D00010003 计算机高级语言
（C）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8 2019-05-19 13:00-14:30 D01020023 电工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9 14:50-16:20 D01020003 数字逻辑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物理(2) D00010018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8301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余朝洋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0022319890408445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6 2019-05-19 10:20-11:50 D00010003 计算机高级语言
（C）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9 2019-05-19 13:00-14:30 D01020023 电工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9 14:50-16:20 D01020003 数字逻辑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物理(2) D00010018 考查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418300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乔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效证件号 1427331994110800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1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8 13:00-14:30 F24020021 高等代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9 10:20-11:50 F24020005 操作系统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9 13:00-14:30 F24020003 离散数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9 14:50-16:20 F24020004 计算机组成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汇编语言 F24020006 考查

数字逻辑 F24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2418300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斌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861002455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9 10:20-11:50 F24020005 操作系统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9 13:00-14:30 F24020003 离散数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9 14:50-16:20 F24020004 计算机组成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汇编语言 F24020006 考查

数字逻辑 F24020002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921830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谭国梓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国土资源调查与管理

有效证件号 44182119970801303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7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1 地质学基础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5 2019-05-19 13:00-14:30 D74020001 土壤学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891830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郑丰沅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

有效证件号 5131221996013134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6 2019-05-19 08:30-10:00 D00010005 大学英语2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9 10:20-11:50 D06020001 地质学基础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2 2019-05-19 14:50-16:20 D18020014 测量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2) D00010016 考查

大学化学 D26020001 考查

大学物理(2) D0001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0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汪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1121989071853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0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0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邓嘉洋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6031991070478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0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贾非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2231990021000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0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滕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62619830718528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3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涛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8119841020875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4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4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何林聪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0020100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9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5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4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51985071948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6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4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蒲思臣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021992082900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7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6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春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901109022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4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8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7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蒲周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94052933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5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9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8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6221993091164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0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8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岳琦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001071989072431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0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1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9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吴靖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820506029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2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096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王培兴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222519760820843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1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0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邱金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021979122732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3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0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余登贵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89010976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4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1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彭红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9231988061621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5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1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冯宝林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001011996120878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2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6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2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韩瑞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231982090700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4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7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2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蔡丽娟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40119831015422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5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8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2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博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2319951008043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3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9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4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樊霞玲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2319880307120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3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0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5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刘文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3019740917007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4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1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5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范向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0022819951210313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4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5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2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6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郝男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1311821995112242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5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6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3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7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建君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292819741005595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7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4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19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骁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2419900728301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6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8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5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25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罗伟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2219780608017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9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6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26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永丽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2319900628466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2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4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7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28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陈家东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9221990091212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3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5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8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0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樊振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6105811984091134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7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6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9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1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赖桂萍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81993110930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7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0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1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杨毅龙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950922387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8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4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蒋玲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3019830903752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8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7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9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4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陈怡宇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241997021871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8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0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4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陈飞宇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2419970218713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9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49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曾凡映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0119750915027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9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0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83378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彭芳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82419910903212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21 2019-05-19 10:20-11:50 F06020027 钢结构设计原理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29 砌体结构设计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4 2019-05-19 14:50-16:20 F06020026 混凝土结构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结构力学(2) F06020025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3001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石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51022819750411647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9 13:00-14:30 F27020021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 2019-05-19 14:50-16:20 F59020009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2702001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300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张海峰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3209221992092054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2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4 2019-05-18 13:00-14:30 F27020020 VB程序设计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9 13:00-14:30 F27020021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 2019-05-19 14:50-16:20 F59020009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2702001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3003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伍建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5101031973121534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9 13:00-14:30 F27020021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 2019-05-19 14:50-16:20 F59020009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2702001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3004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覃昱达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5101121996063060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9 13:00-14:30 F27020021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4 2019-05-19 14:50-16:20 F59020009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2702001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3005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蒲迎春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851220623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9 13:00-14:30 F27020021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5 2019-05-19 14:50-16:20 F59020009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2702001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3007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杜友均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51382119870108219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8 2019-05-19 13:00-14:30 F27020021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6 2019-05-19 14:50-16:20 F59020009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2702001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5183010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陈小辉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电气与电子）

有效证件号 4408011978091320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3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5 2019-05-18 13:00-14:30 F27020020 VB程序设计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9 10:20-11:50 F09020002 电子技术基础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9 13:00-14:30 F27020021 单片机原理及应
用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7 2019-05-19 14:50-16:20 F59020009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F27020012 考查

计算机网络 F02020006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82183002 年级 2018年秋季

姓名 李鑫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地质工程（探矿与采矿
）

有效证件号 51132419910301339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9 08:30-10:00 F00010004 大学英语3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30 2019-05-19 10:20-11:50 F67020005 采矿机械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2 2019-05-19 13:00-14:30 F06020007 岩体力学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9 2019-05-19 14:50-16:20 F09020016 燃烧与爆炸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F09020018 考查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119101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罗芙蓉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会计

有效证件号 5119021989110500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6191002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舒威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870330705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4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6 2019-05-18 13:00-14:30 F27020020 VB程序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9619101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丽华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自动化

有效证件号 51132419871118454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5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7 2019-05-18 13:00-14:30 F27020020 VB程序设计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91010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杨玉莹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61012219961219372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4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4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91012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刘是成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001011999041333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5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5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719101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2519880602431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6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16 2019-05-18 13:00-14:30 F02020001 管理学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9100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何洁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52720001111082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9100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蒋维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0219910708232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91010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刘亚男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2120001128004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9101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涂翠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2419940811010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91020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海燕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2119990821646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8191034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吴海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行政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321991082229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0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周敏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2719810824854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04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唐冬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1811986082800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0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范莉娟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30219810113158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1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谢珍贞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38119920702070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36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陈川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70119921013727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4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胡金枝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082119961215616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6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王宇林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931223893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1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419106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陈海军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工商企业管理

有效证件号 51102319850926897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 DF00010002 考查

管理数学(1) D00010019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0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蒋祺珂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119950801007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2考场 教学楼002 3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0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陈生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35220119770927001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0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肖明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219680727407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0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钢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219700423747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1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夏位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2319740221583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16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林立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131997090971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2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黄凯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1319991213681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3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崔明军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741112803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2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39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代海峰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891005573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5考场 教学楼005 3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4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崔益扬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72112280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52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王宏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82419920908505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54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黄翠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519850625352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5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喻利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32119901217705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64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孔令关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231982031225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6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姜洋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890723634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6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成建国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231977090180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69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夏开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021977110556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80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王桃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419901023568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08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黄柳森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419960914169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0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赵瑞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92219950428599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1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0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8119861129475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1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植长文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919911026311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1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王琴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860526482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19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付余中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319740325879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22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王浩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1320000426081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4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曾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519900815667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4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刘小林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2119851001055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4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谷万武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290319781227153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1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6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邹志彬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619680710059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72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郑晓林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719810808697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2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18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雷娇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419940914492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3考场 教学楼003 3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1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吴思波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92219870112147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3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20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思涛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081977030100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4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2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超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30219880816303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5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3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郭云礼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319880317711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4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6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4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胡其伟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419881018439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5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7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6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杨明智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519711204503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6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8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6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林伟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12319760105671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7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29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76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蒋厚国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02719760208569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8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6考场 教学楼006 30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27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向涛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62319900905523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1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5419130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熊静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建筑工程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162219881104644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 2019-05-18 13:00-14:30 D06020018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6019101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王兴辉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机电一体化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2119850423667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4考场 教学楼004 13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30 2019-05-18 14:50-16:20 D59020002 机械制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9100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冯俊逸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18219981001785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9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物理(1) D00010017 考查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9100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温明富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302197908051539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0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物理(1) D00010017 考查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9100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杜龙飞 层次 专科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372319891010015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1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物理(1) D00010017 考查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D0119101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包雪芹 层次 专科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计算机应用技术

有效证件号 51031119970123332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12 2019-05-18 08:30-10:00 D00010004 大学英语1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00010014 考查

大学物理(1) D00010017 考查

高等数学(1) D00010015 考查

计算机文化基础 D00010013 机考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D00010012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13191002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华丽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岩土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219950118708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0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第1考场 教学楼001 27 2019-05-18 13:00-14:30 F13020020 工程制图与识图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00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王贤波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619760816261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0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013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黄蕾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822199512157761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1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014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向以丽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219871107590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2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01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刘万勇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00238199111285096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3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05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张碧东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823198711248470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4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052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缪燕玲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32219790325002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5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060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袁朝政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72319861120447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6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1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聂小翠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0219871202364X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7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2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高毅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3198904090317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8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3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蒋松柏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72219750314095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29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49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刘宗亚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5251968033079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7考场 教学楼007 30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55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张凯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07198111102613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1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57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徐乙鹭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女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2219820313298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2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58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尹安康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621199410208098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3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81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林发才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0126197110271014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4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189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李亮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1011198601081755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5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2019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准考证

学号 020F06191239 年级 2019年春季

姓名 吴应杭 层次 专升本

性别 男 专业名称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

有效证件号 513023197905113712 所属学习中心 川建设学习中心

所属考点 四川市政职校 考点地址 成都市建设北村52号

开卷课程考试安排

考场 考场地址 座位号 考试时间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第8考场 教学楼008 6 2019-05-18 08:30-10:00 F00010018 马克思主义原理

考查课和机考课程考试安排

课程代码 科目名称 考试方式

材料力学(2) F09020020 考查

线性代数 F02020003 考查

远程教育学习指南 F00010007 机考

大学英语 F00010008 机考

计算机应用基础 F00010014 机考

考生须知
1、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参加考试;

2、考试开始前10分钟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入场;

3、因客观题全部涂机读卡，请自带2B铅笔和黑色或蓝色水笔，考《机械制图》

        和《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的同学还需要带铅笔、橡皮和直尺;

4、本人参加考试，承认已完整阅读《考生须知》各项内容，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5、专升本、高起本的同学注意三门学位课程成绩≥75分方可申请学位。

关注公众号，可查询考试成绩等信息 用公众号“扫一扫”，可查询准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