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沈昱汐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2期旷课累计 30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21-30学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30 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严重警告处分”。并提醒你：

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50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

课 51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送达回执 

 

兹收到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一份。 

 

签收人：               

（学院存档联）                                      二○     年   月   日 

 
………………………………………………（裁剪线）…………………………………………… 
 

（学生留存联）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沈昱汐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2期旷课累计 30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21-30学时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30 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严重警告处分”。并提醒你：

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50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

课 51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官 峰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2期旷课累计 10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0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送达回执 

 

兹收到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一份。 

 

签收人：               

（学院存档联）                                      二○     年   月   日 

 
………………………………………………（裁剪线）…………………………………………… 
 

（学生留存联）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官 峰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1期旷课累计 10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0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李 震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2期旷课累计 14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4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送达回执 

 

兹收到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一份。 

 

签收人：               

（学院存档联）                                      二○     年   月   日 

 
………………………………………………（裁剪线）…………………………………………… 
 

（学生留存联）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李 震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1期旷课累计 14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4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刘瀚阳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2期旷课累计 13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3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送达回执 

 

兹收到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一份。 

 

签收人：               

（学院存档联）                                      二○     年   月   日 

 
………………………………………………（裁剪线）…………………………………………… 
 

（学生留存联）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刘瀚阳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1期旷课累计 13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3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何路意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2期旷课累计 14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4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送达回执 

 

兹收到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一份。 

 

签收人：               

（学院存档联）                                      二○     年   月   日 

 
………………………………………………（裁剪线）…………………………………………… 
 

（学生留存联）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何路意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1期旷课累计 14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4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李杨阳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2期旷课累计 10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0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特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送达回执 

 

兹收到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一份。 

 

签收人：               

（学院存档联）                                      二○     年   月   日 

 
………………………………………………（裁剪线）…………………………………………… 
 

（学生留存联） 

内江师范学院学生旷课警告通知书 

                                          

李杨阳同学： 

你于 2019－2020学年第 1期旷课累计 10学时。根据《内江师范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学生旷课 10-20学时者，给予警告处分。 

鉴于你本学期已旷课至 10学时，经学院研究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并提醒你：旷课

21-30学时者，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旷课 31-40学时者，将给予“记过处分”；旷课 41-

50 学时者，将给予“留校察看处分”；旷课 51 学时及以上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学籍”，按

退学处理。 

此通知。 

 

计算机科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院长（签章）：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