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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2021 学年学校共青团拟表彰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的公示

根据《关于评选表彰2020-2021年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共青团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通知》（广油团[2021]4号）

精神，校团委在全校组织评选，经基层团组织推荐、资格审

查、团委常委会评审等环节，确定拟表彰名单，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2021年5月24日至5月26日（共三天）。在公示

期内，若对公示项目有异议，请书面向校团委反映。反映情

况时要签署真实姓名，要有具体事实，否则不予受理。

受理部门：校团委组织部

联系电话：（0668）2923085 13790943304

邮箱：gytwzuzhibu@163.com

联系人：何华烨 苏文静

附件：2020-2021学年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共青团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共青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委员会

2021年5月24日



2

附件：

2020-2021 学年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共青团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五四红旗团委（团总支）（3个）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总支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外国语学院团总支

二、 五四红旗团支部标兵（10个）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19-1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

应用化学18-4团支部 化学学院团总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1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总支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生物食品工程学院团总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9-3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

地理科学18-2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国际经济与贸易19-1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市场营销19-3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汉语言文学18-1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

法学18-7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

三、 五四红旗团支部（41个）

资源勘查工程18-1团支部 石油工程学院团委

化学工程与工艺19-2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18-2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18-1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

能源化学工程20-1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化学学院团总支

应用化学20-7团支部 化学学院团总支

应用化学18-4团支部 化学学院团总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8-2团支部 材料科学工程学院团总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8-3团支部 材料科学工程学院团总支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3团支部 材料科学工程学院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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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19-1团支部 生物食品工程学院团总支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18-3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工业设计18-2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焊接技术与工程19-1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20-7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测控技术与仪器20-2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

测控技术与仪器20-1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

智能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19-1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计算机学院团总支

网络工程19-1团支部 计算机学院团总支

物联网工程19-2团支部 计算机学院团总支

信息与计算科学19-1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地理科学18-1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信息与计算科学18-2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教育技术学19-1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信息与计算科学19-2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

国际经济与贸易20-4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国际经济与贸易18-4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国际经济与贸易18-2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

汉语言文学18-2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

学前教育19-1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

历史学18-9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

汉语言文学18-9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

历史学19-1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

英语20-4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团总支

四、 青年志愿者行动先进集体（5个）

化学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机电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经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文法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五、优秀团委（团总支）书记（3人）

范加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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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浩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

张露文 文法学院团委

六、 优秀共青团干部标兵（10人）

陈锦镇 石油工程18-1团支部

林冬莹 应用化学18-2团支部

许榕玲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2团支部

邱泽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8-3团支部

黎东生 电子信息工程18-1团支部

吴耿锋 网络工程19-2团支部

黄慧敏 物联网工程18-1团支部

邱俊彬 土木工程18-2团支部

张 楠 市场营销18-3团支部

李晓莹 国际经济与贸易18-2团支部

七、 优秀共青团员标兵（10人）

毛敏洁 石油工程19-1团支部

黄伟岗 环境工程18-1团支部

陈冰冰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吴家玲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邓惠志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卓越）18-3团支部

林鹏飞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8-1团支部

曾海杰 网络工程18-2团支部

万超林 国际经济与贸易18-2团支部

庄腹源 法学19-2团支部

陈 悦 音乐学18-2团支部

八、 优秀共青团干部（152人）

石油工程学院团委（12人）

张展赫 油气储运工程18-3团支部

黄金叶 资源勘查工程18-1团支部

黄淑怡 油气储运工程19-2团支部

覃国隆 油气储运工程19-2团支部

汪海强 油气储运工程19-2团支部

林旭辉 油气储运工程19-3团支部

郭 坤 油气储运工程19-3团支部

林晓溶 油气储运工程19-4团支部

孙仙宙 石油工程19-1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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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嘉炜 石油工程19-1团支部

郭 仪 资源勘查工程19-1团支部

孙 傲 资源勘探工程19-2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6人）

吴史博 化学工程与工艺17-2团支部

李澜梓 化学工程与工艺18-3团支部

欧钰婷 化学工程与工艺18-3团支部

翁潭送 能源化学工程18-2团支部

蔡霖璇 化学工程与工艺19-1团支部

胡一凡 能源化学工程（卓越班）19-1团支部

化学学院团总支（12人）

钟浩荣 应用化学17-3团支部

冯振锋 应用化学18-1团支部

何彦影 应用化学18-1团支部

黄芙蓉 应用化学18-1团支部

谢清茹 应用化学18-2团支部

陈水源 应用化学18-4团支部

陈衍有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黄壮杰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叶俊祺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杨琳英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陈宛婷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叶 桐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总支（6人）

李 悦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8-3团支部

沈成达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8-3团支部

李宛珊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8-4团支部

黄奕儒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2团支部

梁盛海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4团支部

曾玉蓉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4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总支（9人）

张腾玉 环境工程18-1团支部

黄乐婷 环境工程18-3团支部

林 倩 环境工程19-1团支部

麦文欣 环境工程19-1团支部

黄丽娟 环境工程19-3团支部

罗晓羡 环境工程19-3团支部

张林兵 环保设备工程19-1团支部

安 雯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吴泽杰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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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团总支（8人）

朱钧豪 生物技术18-1团支部

彭国荣 生物工程18-1团支部

邵宏燊 生物工程18-2团支部

温婉仪 食品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李彩香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郑思燕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蔡琦婷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林 欢 生物工程19-1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10人）

窦雨琪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8-1团支部

黄文凯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8-1团支部

吴卓霖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8-1团支部

邓浩峰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8-2团支部

张志华 安全工程18-2团支部

黄华斌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9-1团支部

高萍燕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9-3团支部

林子维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9-4团支部

李嘉怡 工业设计19-2团支部

吴静慧 工业工程19-1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12人）

郑林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18-2团支部

李智宏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8-3团支部

王自龙 测控技术与仪器18-1团支部

揭玉龙 测控技术与仪器18-2团支部

曹龙科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19-1团支部

梁仰楠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9-4团支部

甘骏航 测控技术与仪器19-1团支部

陆燕珍 测控技术与仪器19-2团支部

吴庆旋 测控技术与仪器19-2团支部

何炬辉 智能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蔡宜成 自动化19-1团支部

薛龙杰 自动化19-1团支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团总支（7人）

黄伟鹏 电子信息工程18-2团支部

赵景侨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8-1团支部

钟卓豪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8-1团支部

刘子沐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吴洋洋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余淑婷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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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豪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2团支部

计算机学院团总支（6人）

王月超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8-2团支部

杨 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李林沛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9-2团支部

何培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9-4团支部

王倩文 网络工程19-1团支部

郑雁雄 网络工程19-1团支部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8人）

廖 涛 土木工程18-1团支部

刘 波 土木工程18-1团支部

李洁娜 土木工程18-4团支部

陈奇观 土木工程19-1团支部

马汇航 土木工程19-1团支部

黄炜伦 土木工程19-2团支部

黄泽伟 土木工程19-4团支部

麦梓豪 土木工程19-4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14人）

陈婉雯 数学与应用数学18-1团支部

范金梅 信息与计算科学18-1团支部

吴思莹 信息与计算科学18-2团支部

潘炜玲 地理科学18-2团支部

易洁平 地理科学18-2团支部

戈 华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曾全锦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8-2团支部

蔡鸿儿 教育技术学19-1团支部

陈 璐 教育技术学19-1团支部

李湘媛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潘依玲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周家珊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张瑶韵 数学与应用数学19-2团支部

杨芷莹 地理科学19-2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14人）

黄舒琦 会计学18-1团支部

陈培毅 会计学18-2团支部

肖嘉栋 会计学18-7团支部

陈雪虹 国际经济与贸易18-1团支部

冯志梅 国际经济与贸易18-2团支部

林家冰 国际经济与贸易18-2团支部

黄冰璇 会计学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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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欣蕾 会计学19-2团支部

陈玳纯 会计学19-3团支部

马璇君 会计学19-3团支部

曾嘉渝 会计学19-3团支部

孔钶欣 国际经济与贸易19-1团支部

朱嫘嫘 国际经济与贸易19-1团支部

张巧琳 国际经济与贸易19-1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17人）

凌 双 汉语言文学17-1团支部

庄婉如 法学18-4团支部

曾锶婷 汉语言文学18-1团支部

邓小球 历史学18-1团支部

郑少欢 历史学18-1团支部

冯紫然 法学19-1团支部

麦小倩 法学19-1团支部

陈巧玲 法学19-2团支部

范世杰 法学19-2团支部

周 盈 法学19-3团支部

黄如平 法学19-4团支部

黄思思 法学19-4团支部

许妙莉 法学19-4团支部

陆加洋 历史学19-1团支部

曹炜鹏 历史学19-1团支部

黄伊婷 学前教育(师范)19-1团支部

翁玉丽 学前教育(师范)19-1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团总支（6人）

蔡晓岚 英语18-4团支部

张宇宁 英语18-5团支部

邱颖怡 英语19-1团支部

杨雅璇 英语19-2团支部

廖李琦 英语19-4团支部

石燕雯 英语19-5团支部

体育学院团总支（2人）

冯瑞龙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9-2团支部

罗可锭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9-2团支部

艺术与设计学院团总支（2人）

罗韵怡 音乐学18-2团支部

钟子棋 音乐学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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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优秀共青团员（327人）

石油工程学院团委（17人）

毛俊杰 油气储运工程17-4团支部

黎海强 油气储运工程18-1团支部

蔡河清 油气储运工程18-3团支部

陈子聪 油气储运工程18-3团支部

汤钢键 油气储运工程18-3团支部

李国鸿 油气储运工程19-1团支部

张海琳 油气储运工程19-4团支部

李嘉渝 石油工程19-1团支部

黄睿雯 资源勘查工程19-2团支部

李冰妮 资源勘查工程19-2团支部

姚诗华 资源勘查工程19-2团支部

邓燕婉 油气储运工程20-3团支部

黎心妍 油气储运工程20-3团支部

张 琛 油气储运工程20-3团支部

陈秀芬 石油工程20-2团支部

吴灿吉 石油工程20-2团支部

梁智杰 石油工程20-3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20人）

吴东祺 化学工程与工艺17-2团支部

吴晓敏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18-1团支部

何龙威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18-2团支部

陈楚渝 化学工程与工艺19-1团支部

王乐怡 化学工程与工艺19-1团支部

卢耀堂 化学工程与工艺19-1团支部

吴金正 化学工程与工艺19-1团支部

张冬媚 化学工程与工艺19-1团支部

陈梓威 化学工程与工艺（石油化工工艺）19-2团支部

张淑婷 能源化学工程19-2团支部

朱杏怡 能源化学工程19-2团支部

庞苑苑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20-1团支部

钟佳华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20-1团支部

钟润锴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20-1团支部

苏玉成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20-2团支部

黄秋敏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20-5团支部

任思思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20-6团支部

陆佳慧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20-7团支部

蔡玉兰 能源化学工程20-2团支部

谢舒婷 能源化学工程20-2团支部

化学学院团总支（2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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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华清 应用化学18-1团支部

沈文斌 应用化学18-1团支部

梁 靖 应用化学18-1团支部

陈祖帆 应用化学18-3团支部

孙黄祎嘉 应用化学18-4团支部

陈晓纯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卢俊逸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黎家珊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陈晓丽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陈逸聪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徐洁仪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赵芷茵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钟逸鹏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陈嘉琳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高 职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廖晞淳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廖盈盈 应用化学19-4团支部

陆秋苗 应用化学19-4团支部

缪华远 应用化学19-4团支部

蔡东喜 应用化学20-1团支部

钟 京 应用化学20-2团支部

陈梓豪 应用化学20-4团支部

彭素梅 应用化学20-6团支部

王尹怡 应用化学20-8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4人）

陈丽洁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8-2团支部

黄晓燕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2团支部

罗兰敏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3团支部

魏润林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2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19人）

陈樑彬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陈永澄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黄垣坚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8-2团支部

李圳怡 环境工程18-2团支部

黄宇都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林丽冰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张 洁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刘洺瑞 环保设备工程19-1团支部

茹 嫣 环境工程19-1团支部

翁家宜 环境工程19-1团支部

陈琳洁 环境工程19-1团支部

谢雨欣 环境工程19-1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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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燕 环境工程19-1团支部

李嘉雯 环境工程19-3团支部

卢楚宜 环境工程19-3团支部

胡欣诗 环保设备工程20-1团支部

刘晓敏 给排水20-2团支部

古 莹 给排水20-3团支部

冼培婷 环境工程20-2团支部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团委（15人）

周艳青 生物工程18-1团支部

陈梓杰 生物工程18-1团支部

何淑莹 生物工程18-1团支部

何雨萍 食品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林思远 生物工程18-2团支部

陈佩媛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陈 熔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欧洁莹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余洁丽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陈泽钦 食品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黄燕欣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罗烁琼 食品科学与工程19-3团支部

何秀梅 食品科学与工程19-3团支部

何玉冰 生物工程19-1团支部

杨泽林 生物工程19-2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29人）

李俊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联和培养17-1团支部

黄培生 能源与动力工程17-1团支部

陈月华 安全工程17-1团支部

孔秀箐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8-2团支部

许桂华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8-5团支部

梁高丽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8-1团支部

许美婷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8-2团支部

曾莎莉 工业设计18-2团支部

陈伟林 能源与动力工程18-2团支部

李达波 能源与动力工程18-2团支部

黄曼莉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19-3团支部

谢 愉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19-2团支部

白 暾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9-2团支部

林依璇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9-2团支部

卓奕君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9-2团支部

郭温媚 工业设计19-1团支部

卢林茵 工业设计19-2团支部

罗婷婷 工业设计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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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燕丹 工业设计19-2团支部

周赵祥 工业设计19-2团支部

刘广伟 能源与动力工程19-1团支部

郑子锋 能源与动力工程19-1团支部

钟润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20-4团支部

陈梓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20-4团支部

戴 静 工业设计20-1团支部

林泽宇 工业设计20-2团支部

张明涵 能源与动力工程20-1团支部

周家媛 能源与动力工程20-4团支部

黎雅丹 安全工程20-2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19人）

陈荣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17-2团支部

陈泳庄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18-1团支部

蒋 娜 自动化18-1团支部

刘伟峰 自动化18-1团支部

叶智广 自动化18-2团支部

李心远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19-1团支部

陈晖滨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9-1团支部

陈家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9-1团支部

黄晓欣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9-1团支部

刘佩怡 测控技术与仪器19-1团支部

袁乐儒 测控技术与仪器19-1团支部

刘文虎 测控技术与仪器19-2团支部

郑美珍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卓越）20-2团支部

陈 可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3团支部

李 帼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3团支部

宋婷婷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20-3团支部

孔 楹 智能科学与技术20-1团支部

林 栒 智能科学与技术20-2团支部

陈树烽 自动化20-2团支部

计算机学院团总支（20人）

陈宏琼 网络工程18-2团支部

吴鑫鹏 网络工程18-2团支部

黄自强 物联网工程18-1团支部

许业文 物联网工程18-1团支部

江靖懿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9-4团支部

谢礼芬 网络工程19-1团支部

杨文婷 网络工程19-1团支部

高敏璇 网络工程19-2团支部

黄 崇 网络工程19-2团支部

黄载辉 网络工程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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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军 物联网工程19-1团支部

林玉珊 物联网工程19-2团支部

葛晓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1团支部

黄雅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20-2团支部

柯宇军 网络工程20-1团支部

陈鸿智 网络工程20-4团支部

吴易之 物联网工程20-2团支部

彭子玲 物联网工程20-3团支部

苏 宇 物联网工程20-3团支部

吴洁琳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20-1团支部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总支（19人）

龚坤松 电子信息工程18-2团支部

许伊杰 电子信息工程18-2团支部

李梓慧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8-1团支部

黄晓淇 电子信息工程19-1团支部

黄晓婷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黎秀欣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王一龙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许承金 电子信息工程19-2团支部

顾龙飞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李军辉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李锐杰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李文飞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刘浩然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余春荣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陈天鑫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2团支部

贺 帅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2团支部

吕泳豪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9-2团支部

何国新 电子信息工程20-2团支部

丁 樾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20-1团支部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12人）

姚 城 土木工程18-1团支部

周业雄 土木工程18-5团支部

李婉婷 建筑学19-1团支部

李林辉 土木工程19-1团支部

钟蓬佳 土木工程19-1团支部

黄培伟 土木工程19-4团支部

谢 可 土木工程19-4团支部

黄晓彬 建筑学20-1团支部

郑智炫 土木工程20-2团支部

蔡慧岚 土木工程20-4团支部

蔡茵怡 土木工程20-4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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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楚婷 土木工程20-4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36人）

朱忠洁 教育技术学18-1团支部

郑素美 教育技术学18-1团支部

王佳卉 教育技术学18-2团支部

阮汝莹 教育技术学18-2团支部

潘志勇 教育技术学18-2团支部

刘倩琴 教育技术学18-2团支部

郭新宜 教育技术学18-2团支部

苏雪莹 数学与应用数学18-1团支部

罗咏怡 数学与应用数学18-1团支部

符家茹 数学与应用数学18-1团支部

梁晓静 数学与应用数学18-2团支部

张丽雪 信息与计算科学18-1团支部

李 锋 信息与计算科学18-1团支部

姚泽州 信息与计算科学18-2团支部

黄艳锋 信息与计算科学18-2团支部

陈小祝 地理科学18-1团支部

林琼炜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蔡远湛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容秀媛 教育技术学19-1团支部

莫文雅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林 洁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梁心贤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胡慧婷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陈桂旋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周添敏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欧康婷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梁安琪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方宏宇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邓惠娟 数学与应用数学19-2团支部

庄惠娜 信息与计算科学19-1团支部

谢洪吉 信息与计算科学19-1团支部

宋启萌 信息与计算科学19-2团支部

林泽美 信息与计算科学19-2团支部

洪 斌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韩嘉达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揭育瑜 地理科学20-2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25人）

陈舒婷 会计学18-1团支部

黄玉婵 会计学18-7团支部

劳同益 会计学18-7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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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茵 会计学18-7团支部

曹文静 会计学18-8团支部

廖丹琪 国际经济与贸易18-2团支部

黄天麟 国际经济与贸易18-3团支部

周菀桦 市场营销18-2团支部

潘琪琪 市场营销18-2团支部

黄浩轩 市场营销18-6团支部

孙美青 市场营销18-7团支部

陈泽楷 会计学19-1团支部

刘雨荷 会计学19-2团支部

陈泱遐 会计学19-3团支部

许杰翰 会计学19-3团支部

仇梓君 会计学19-3团支部

黄琼慧 会计学19-3团支部

钟婉婷 市场营销19-2团支部

曾颖笑 市场营销19-3团支部

黄妙珊 市场营销20-1团支部

蓝 献 市场营销20-2团支部

苏文杰 市场营销20-3团支部

洪嘉玲 会计学20-2团支部

丁晓琪 国际经济与贸易20-3团支部

赵泽泓 国际经济与贸易20-3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31人）

刘倩芸 法学17-1团支部

魏钰嵛 学前教育17-1团支部

黄敏婷 法学18-1团支部

钟嘉恩 法学18－1团支部

梁燕婷 汉语言文学18-1团支部

邓柳颖 汉语言文学18-2团支部

林锦如 汉语言文学18-2团支部

刘佳欣 汉语言文学18-4团支部

曹育桐 历史学18-1团支部

单新新 历史学18-1团支部

李慧珍 历史学18-1团支部

陈嘉红 历史学18-5团支部

李翠玉 历史学18-5团支部

梁家敏 历史学18-5团支部

陈清兰 历史学18-6团支部

林倩纯 历史学18-6团支部

林琼星 历史学18-6团支部

黄馨茹 学前教育18-1团支部

李观丽 学前教育18－1团支部

梁梓欣 学前教育18-1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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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怀娇 学前教育18-1团支部

陈嘉蓉 法学19-1团支部

杨伟玲 法学19-1团支部

莫小惠 法学19-2团支部

罗 巧 法学19-3团支部

陈玉英 法学20-1团支部

郭梦洋 学前教育19-1团支部

徐礼怡 学前教育19-1团支部

廖蕾蕾 汉语言文学（师范）20-1团支部

王语丝 汉语言文学20-4团支部

蔡钰莹 历史学20-1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团委（7人）

陈旭云 英语18-6团支部

卢志泳 英语19-1团支部

肖嘉欣 英语19-2团支部

陈岚岚 英语19-4团支部

邝玉梅 英语19-5团支部

刘婉茵 英语19-5团支部

何彩兰 英语20-1团支部

体育学院团总支（ 2 人）

张宏富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7-2团支部

张荣健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17-2团支部

艺术与设计学院（7人）

许雨静 音乐表演18-1团支部

陈玫潼 音乐学19-1团支部

胡欣伶 音乐学19-1团支部

周湘慧 音乐学19-1团支部

杨贵色 音乐学19-2团支部

刘远雯 环境设计19-1团支部

黄乐怡 音乐学20-1团支部

十、优秀优秀青年志愿者（100人）

石油工程学院团委（3人）

黄淑怡 油气储运专业19-2团支部

林旭辉 油气储运专业19-3团支部

毛敏洁 石油工程19-1团支部

化学工程学院团委（1人）

郑焜元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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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团总支（19人）

黄芙蓉 应用化学18-1团支部

陈水源 应用化学18-4团支部

杨辰昌 应用化学18-4团支部

黄壮杰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陈晓纯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陈衍有 应用化学19-1团支部

陈晓丽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杨琳英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陈逸聪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黎家珊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梁雅淇 应用化学19-2团支部

洪佳琪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廖晞淳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叶 桐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陈宛婷 应用化学19-3团支部

廖秦仪 应用化学20-2团支部

黄庆惠 应用化学20-3团支部

卢秀欣 应用化学20-3团支部

石瑄伯 应用化学20-6团支部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团总支（2人）

李宛珊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8-4团支部

李锦航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19-1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总支（6人）

陈淳钊 环境工程18-1团支部

黄伟岗 环境工程18-1团支部

胡欣诗 环保设备工程20-1团支部

陈永澄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黄宇都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陈冰冰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团总支（18人）

蓝先灵 食品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陈春旭 食品科学与工程19-1团支部

郑思燕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麦 洛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黄力创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林怡锋 食品科学与工程19-2团支部

华美婷 食品科学与工程19-3团支部

曾心如 食品科学与工程20-4团支部

朱钧豪 生物技术18-1团支部

张梓华 生物技术18-1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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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智韬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吴家玲 生物技术19-1团支部

陈梓杰 生物工程18-1团支部

邵宏燊 生物工程18-2团支部

林思远 生物工程18-2团支部

何玉冰 生物工程19-1团支部

张佰秋 生物工程19-1团支部

杨泽林 生物工程19-2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3人）

白 暾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19-2团支部

李嘉仪 工业设计19-2团支部

郑子锋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19-1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团委（6人）

邱洪涛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18-4团支部

甘骏航 测控技术与仪器19-1团支部

丘创奇 测控技术与仪器19-2团支部

吴庆旋 测控技术与仪器19-2团支部

何炬辉 智能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蔡宜成 自动化19-1团支部

计算机学院团总支（6人）

杨 浩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9-1团支部

何培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9-4团支部

黄成标 网络工程19-1团支部

吴耿锋 网络工程19-2团支部

张佳芝 物联网工程19-2团支部

方泽丰 网络工程20-4团支部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4人）

马锦涛 土木工程18-2团支部

罗 锐 土木工程18-4团支部

陈奇观 土木工程19-1团支部

麦梓豪 土木工程19-4团支部

理学院团委（11人）

陈楚彤 教育技术学18-1团支部

林惠娥 教育技术学19-1团支部

梁心贤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张树清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潘依玲 教育技术学19-2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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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家茹 数学与应用数学18-1团支部

周家珊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郭孔滨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林 净 数学与应用数学19-1团支部

王茜茜 地理科学19-1班团支部

胡洁豪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18-1团支部

经济管理学院团委（4人）

唐诗漫 会计学19-1团支部

陈玳纯 会计学19-3团支部

陈雪虹 国际经济与贸易18-1团支部

孔钶欣 国际经济与贸易19-1团支部

文法学院团委（13人）

杨伟玲 法学19-1团支部

冯紫然 法学19-1支部

陈嘉蓉 法学19-1团支部

区 滢 法学19-3支部

凌 双 汉语言文学17-1团支部

林锦如 汉语言文学18-2团支部

邓柳颖 汉语言文学18-2团支部

刘佳欣 汉语言文学18-4团支部

单新新 历史学18-1团支部

曹炜鹏 历史学19-1团支部

李观丽 学前教育18－1团支部

梁梓欣 学前教育18-1团支部

刘芷珊 学前教育19-1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团总支（3人）

邱颖怡 英语19-1团支部

谢佳冰 英语19-3团支部

李少欣 英语19-4团支部

艺术与设计学院团总支（1人）

钟子棋 音乐学19-2团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