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开大教字〔2021〕3 号

江西开放大学关于
对 2020 年春季学期开放教育期末考试

违规学生的处理决定

各市级电大（分校）、校内各学院：

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关于印发<国家开放大学学生考试

纪律与违规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开考〔2019〕21

号）的规定，现对我省 2020 年春季学期开放教育期末考试

中违规考生做如下处理：

1.认定李称心（学号 1936006417343）等 55 名考生 85

科次有关课程为“替考”。替考 1 科次考生给予取消当学期

报考所有科目考试成绩、停考一学年、留校察看纪律处分。



替考 2科次及以上的考生同时给予取消学习期间所有科目成

绩处分，本科考生同时给予取消学士学位申请资格处分。

2.认定姜琦（学号 1936001470186）等 3 名考生 3 科次

科次有关课程为严重“作弊”，给予取消当学期报考各科目

考试成绩、停考一年处分。

3.认定谬林盛（学号 1936001474440）等 5 名考生 5 科

次有关课程为“违纪”，给予取消当场科目考试成绩处分。

希望各市级电大（分校）、校内各学院督促相关考点将

处理结果及时通知考生本人，进一步加大考试违规警示教

育，切实防范打击替考等考试违规行为，不断营造风清气正

的考试环境。

附件：江西开放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开放教育期末

考试违规考生名单及处理决定

江西开放大学

2021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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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开放大学 2020 年春季学期开放教育期末考试违规考生名单及处理决定
序号 学习中心/考点名称 考生学号 考生姓名 违规课程试卷号和名称 违规行为 处理决定

1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3 李称心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取消学习期间所有成绩，停

考一年，留校察看

2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3 李称心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3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3 李称心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4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3 李称心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5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5 郭羽婷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6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5 郭羽婷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7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5 郭羽婷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8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5 郭羽婷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9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6 余永林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10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6 余永林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11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6 余永林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12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6 余永林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13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9 孙节文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14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9 孙节文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15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9 孙节文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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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中心/考点名称 考生学号 考生姓名 违规课程试卷号和名称 违规行为 处理决定

16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49 孙节文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取消学习期间所有成绩，停

考一年，留校察看

17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0 陈百玲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18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0 陈百玲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19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0 陈百玲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20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0 陈百玲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21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2 王燕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22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2 王燕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23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2 王燕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24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17352 王燕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25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7 林佳强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26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7 林佳强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27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7 林佳强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28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7 林佳强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29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8 靳玲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30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8 靳玲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31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8 靳玲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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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中心/考点名称 考生学号 考生姓名 违规课程试卷号和名称 违规行为 处理决定

32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8 靳玲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取消学习期间所有成绩，停

考一年，留校察看

33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9 李慧珍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34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9 李慧珍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35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9 李慧珍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36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49 李慧珍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37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53 胡晓芬 2604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 替考

38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53 胡晓芬 2588 管理线性规划入门 替考

39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53 胡晓芬 3895 管理英语 1 替考

40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24553 胡晓芬 2586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 替考

41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68347 何凝宏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取消 9月份报考各科目考试

成绩，停考一年，留校察看

42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68348 徐丰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43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68354 杨思远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44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75909 刘毅荣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45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75910 刘惠坤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46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75912 梁碧婵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47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75913 罗建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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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中心/考点名称 考生学号 考生姓名 违规课程试卷号和名称 违规行为 处理决定

48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75915 陈美红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取消 9月份报考各科目考试

成绩，停考一年，留校察看

49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75917 王雨萍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50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936006475918 李娜 2322 物流信息技术 替考

51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23 邓小峰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2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24 范佳豪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3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25 何雪飞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4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30 廖煜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5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33 汤良荣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6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34 蒲二旦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7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37 刘耀龙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8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14555 罗森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59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21017 汤程凯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60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64553 李子扬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61 江西电大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1836006464563 林鑫生 3700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 替考

62 抚州市电大校本部 2036001408646 王松浩 2006 经济数学基础 12 替考

63 抚州市电大校本部 1936001465068 饶志霞 3962 金融营销基础 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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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习中心/考点名称 考生学号 考生姓名 违规课程试卷号和名称 违规行为 处理决定

64 抚州市电大校本部 1936001275027 万海娇 1257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替考

取消 9月份报考各科目考试

成绩，停考一年，取消学士

学位申请资格，留校察看

65 宜春市电大樟树职工学校学习中心 1936001473799 吴菲菲 2143 西方经济学 替考

取消 7月份报考各科目考试

成绩，停考一年，留校察看

66 宜春市电大樟树职工学校学习中心 1936001473805 蓝隆平 2143 西方经济学 替考

67 南昌电大安义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中心 1936001451310 陈玉丽 2175 市场营销学 替考

68 南昌电大安义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中心 1936001451311 苏 娉 2175 市场营销学 替考

69 南昌电大安义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中心 1936001451312 刘小赤 2175 市场营销学 替考

70 九江电大分校修水县工作站 1936001454211 冷孟君 2208 政治学原理 替考

71 九江电大分校修水县工作站 1936001454222 詹绪玲 2208 政治学原理 替考

72 萍乡市公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936001468165 周 磊 2208 政治学原理 替考

73 萍乡市公关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936001468170 毛伟清 2208 政治学原理 替考

74 九江电大分校修水县工作站 1936001471743 余振敏 2208 政治学原理 替考

75 九江电大分校本部 2036001402530 赵丹宁 2332 高等数学基础 替考

76 九江电大分校本部 2036001402544 王尝豪 2332 高等数学基础 替考

77 萍乡电大分校莲花县工作站 1936001407028 刘小妹 2505 学前儿童社会教育 替考

78 萍乡电大分校莲花县工作站 1936001420768 冯 佳 2528 监督学 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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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萍乡电大分校本部 1936001420558 袁艳云 2542 行政组织学 替考

取消 7月份报考各科目考试

成绩，停考一年，留校察看

80 萍乡电大分校本部 1936001420559 陈佳郁 2542 行政组织学 替考

81 萍乡电大分校莲花县工作站 1936004407063 朱秀莲 4988 电子政务概论 替考

82 赣州市电大校本部 1936001457954 吴 燕 6478 纳税基础与实务 替考

83 赣州市电大校本部 1936001457955 赖茹容 6478 纳税基础与实务 替考

84 赣州市电大校本部 1936001457958 陈金莲 6478 纳税基础与实务 替考

85 赣州市电大校本部 1936001457959 杨芳 6478 纳税基础与实务 替考

86
江西电大开放学院本部/

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考点
1936001470186 姜琦 2508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作弊

取消 9月份报考各科目考试

成绩，停考一年
87

江西电大开放学院本部/

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考点
1936001470234 毛雅菁 2508 学前儿童语言教育 作弊

88
江西电大开放学院本部/

江西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考点
1936001400729 黄林冲 6561 可编程控制器应用 作弊

89 上饶电大校本部 1936001474440 谬林盛 3894 理工英语 1 违纪

取消考生 9月份该科目考试

成绩

90 抚州电大校本部 2036001408400 唐昊文 3894 理工英语 1 违纪

91 上饶电大校本部 1936001462241 李鹏 3894 理工英语 1 违纪

92 上饶电大校本部 2036001407462 方长富 3894 理工英语 1 违纪

93 上饶电大校本部 1936001461956 易云勇 2626 药事管理与法规 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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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