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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

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会、五四红旗团小组、

五四红旗团支部、五四红旗团委的决定

各二级学院团委（团总支）、各级学生组织：

2020-2021 年度，全校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和上级团组织的各

项部署和工作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大力推进从严治团，扎实推进团的重点工作，全面推动团组织建设，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立足岗位，创先争优，不断加强

自身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表彰先进，树

立典型，校团委决定授予刘一冉等 361 名同学“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授予黄

钰贤等 172 名同学“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授予西 3-803 等 15 个团小组“五四

红旗团小组”称号，授予 2019 级工程造价 3 班团支部等 40 个团支部“五四红

旗团支部”称号，授予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等 4 个单位“优秀学生会”

称号，授予外国语学院等 5个单位“五四红旗团委（团总支）”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继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再接再厉、锐意进取，

为我校青年学子做好表率。希望全校广大团员青年、学生干部和基层团组织以

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秉承学校“敦品励学、求是笃行”的校

训，发扬“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白云精神，大力弘扬“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青春心向党，永葆爱国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附件：

1.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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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3.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五四红旗团小组”名单

4.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名单

5.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优秀学生会”名单

6.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5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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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共 16人）

郑大孟 何焯婷 吴洪活 黄正杰 任梓晴 丘雅婷 王宝珺

陈广宇 林伊悦 吴美柔 张新兴 曾丽琳 陈奕洁 强倚嫚

林慧娴 刘 昱

外国语学院团委（共 63人）

吴冰冰 陈慧萍 罗文思 王彬婷 陈曼丽 邓沛婷 殷雨林

王桂鑫 杨子琳 黄颖欣 区敏宇 陈佩琪 刘思雅 胡静萍

刘文欣 罗曼婷 黄颖斯 苏宇琦 黄佳敏 张怀佳 张珠旋

范佩云 梁晓祺 刘思涵 吴金燕 康舒婷 陈小营 林妙燕

陈丹纯 黄黎敏 黄嘉琪 李青娴 何锦静 李晓淇 罗小燕

蒋明慧 钟燃晴 陈乐凡 卢绿茵 谭淑瑜 王慧洁 肖烷儀

黄思远 梁鸿燕 莫慧妍 邓观敏 赵诗敏 梁帼钰 周嘉柔

姚旭莹 罗晶晶 黄嘉曼 崔伟霞 陈尔琦 麦泳斯 张晓丹

张家怡 林娉滢 林 畑 张 璐 杨 绅 杨 娟 李 希

艺术设计学院团委（共 11人）

陈唯唯 连晓鸿 李菊香 杨伟聪 朱泳灵 郭雅洁 陈虹君

潘嘉怡 刘惠丽 林 菱 曹 越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共 13人）

陈世农 翁楚炫 陈泓帆 张林军 孙日辉 林文健 陈毅宝

李让聪 汪正宇 何晓辉 周培杰 蔡若炫 雷 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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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工程学院团委（共 21人）

梁日浩 黄森海 文俊徽 曾琪康 林潮华 吴木雄 李志滔

陆海林 郑淑娟 陈荣洋 黄俊烨 彭泽生 谢卓清 黄灵锋

陈泽帆 李杰宗 徐创斌 林培汉 刘 彬 黄 超 韩 娟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团委（共 50人）

陈嘉敏 唐文婷 陈嘉欣 谢植挠 张枝耐 郭燕璇 林瑞婷

徐才杰 李秋炯 梁思余 陈丽萍 蔡玙潞 陈嫆璇 李建成

谢晓雯 陈嘉璇 林永安 程举涛 张仕豪 谢晓婉 胡思柔

赖铭生 骆初文 关昊燊 黎杨华 盘诗琴 徐渤青 梁晓茵

邱倩琳 胡舒媛 林怿佳 陈晓晴 吴柳燕 李金烁 李增辉

甘灼权 余志霖 应前曦 叶新龙 谭龙欣 郑一就 张泽钦

陈昊俊 薛子如 施少青 傅锦江 唐 诗 杨 瑁 唐 舒

邓 榆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团委（共 33人）

刘晓丹 杨幸琳 黄雄浩 李晓琳 李明威 孙慧然 邹其灏

林钰晟 林海楠 杨嘉欣 麦颖琪 刘一冉 王舒敏 谢梦丹

钟炜航 劳梦微 郑凌峰 郑紫君 黄楚楚 胡志豪 钟祉晴

吴燕玲 何维浩 何榕欣 张郭妹 谢湘楠 严钰婷 冷嘉珩

陈丽萍 韩嘉鸿 黄 蓉 邓 郎 成 鼎

国际学院团总支（共 3人）

严美香 林浩然 冯小颖

传媒学院团委（共 6人）

彭成颖 林青怡 文跃烨 赖思园 钟咏琪 林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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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体育学院团委（共 12人）

何志华 陈星辰 王雨盈 陈韵琳 钟嘉音 章虹娜 蓝嘉虹

陈巧琪 陈斯怡 黄秋雯 姚冰冰 张 琳

工商管理学院团委（共 15人）

陈锦裳 甘宇琪 黄泽婉 李菲雅 李昕苇 骆晓瑜 郑春德

蔡明晋 郭晓慧 叶颖慧 欧启欣 洪安妮 蔡汶蓉 梁紫依

冯凯欣

应用经济学院团委（共 41人）

潘欣仪 陈秋燕 梁家妮 王钟凯 蔡晓珊 陈淑玲 林君贤

黄琼华 陈清莹 翟晨文 石志鹏 张雯迪 郭淑燕 陈莉莎

蒙敏渝 赖清环 郑伊琳 黄思妍 黄柏豪 吴嘉威 郑佩婷

黄吕清 安君一 周依渝 黄泽霖 刘佳怡 胡长婷 方月季

黄子琪 张月慈 林芝涵 钟秀梅 吕朝丹 梁晏琪 季宇翔

曾蓓蓓 罗慧珊 冯建文 陈梓涵 陈 娴 张 峥

会计学院团委（共 66人）

叶宇鑫 沈烜赫 陈丽纯 邓嘉怡 陈文涛 黎敏晴 罗思雨

温瑞晶 何沙霖 陈艾婷 郑欣彤 吴梓珊 陈楷嘉 梁滢仪

李玉莹 陈桂萍 王晓瑶 肖文晋 陈燕欣 曾佳雨 陈淑琪

杨家怡 骆安琪 黄永琪 朱少冰 林志鹏 沈佳权 谭上明

任贵钰 陈颖彤 张雪莹 谭健明 黄玫琳 李思滢 叶淑珍

杨慧燕 植妹快 冯艳婷 周文康 岑金花 胡芳笙 李慧明

严诗琪 蔡妙萍 欧佳敏 李灿吟 许小云 杨思婷 郑雪霞

马立蓉 徐静霏 王慧年 陈映映 陈丹燕 苏梓盈 吴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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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萍 周秀珍 陈水秀 邓 榕 谭 冲 何 燕 周 娟

梁 倩 朱 滢 陈 吉

校团委（共 5人）

钟浩晴 范晓清 付梓莹 郭雨寒 廖梓琦

校学生会（共 6人）

陈家琪 谢泳荧 邹楚萍 陈权龙 颜琬婷 艾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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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优秀学生干部”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传媒学院团委（共 4人）

黄钰贤 刘亭亭 杨蔚然 张 泳

外国语学院团委（共 37人）

伍嘉熙 李奕霖 张梓铃 张馨文 黄雨薇 陈诗琳 李家欣

钟颖颖 蔡丹苗 李宗桦 黄欣婷 谢嘉瑜 胡欣雨 李佩娟

廖梓琦 巫小燕 林欣欣 范婷婷 江丽萍 黄玉莹 陈家琪

陈翠敏 邓伟鸿 翁旭珊 陈格翰 薛依惠 林夏静 叶贵芯

蔡维雪 聂靖宇 刘洁瑶 李琪琪 杨娟燕 彭琪琪 陈雯燕

黄 淳 邓 婕

国际学院团总支（共 1人）

陈莹儿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共 8人）

陈逸凡 李炜圻 周骏腾 彭茜雯 李乐斌 叶晓欣 李 俊

欧阳伟诗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共 14人）

王颖善 申四枚 林青青 邓嘉韵 吴媛馥 杨泽彬 简嘉慧

刘宏裕 龚莉娜 洪鸿润 王清强 陈思博 王松烽 程 莉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团委（共 31人）

李聪源 甘志聪 禤亚妹 林锦源 劳碧燕 黎贤基 杨悠悠

凌勇彬 黄月霜 刘清亮 陈楚茵 黄育成 彭俊达 黄侯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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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丹蕴 杜咏薇 吴志安 陈逸华 林东妍 庄国照 梁欣仪

甘小静 戴子宏 陈小凤 龙婉梅 林义峰 张 艺 孙 雯

於 玺 张 茵 欧阳凯硕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共 4人）

丘文滔 黎锦基 马安妮 何淇龙

艺术设计学院团委（共 6人）

林达新 游海媚 甄明雅 陈容基 杨婷婷 黄益杰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团委（共 8人）

吴秀宁 李焯莹 陈慧琳 陈世益 方楚芹 曾伟鑫 刘伊凡

李 菲

教育与体育学院团委（共 2人）

钟碧霞 黄怡静

会计学院团委（共 24人）

林洁仪 利梓欣 张正妍 高敏雯 罗曼妮 蓝莹莹 陈映颖

梁颖怡 林美玉 陈时欣 凌婷婷 刘小凤 陈浪花 陈晓丽

陈韩澄 肖晓纯 朱芸芸 肖秀明 徐晓雪 陈湫婉 陈 诺

黄 怡 许 飞 肖 悦

工商管理学院团委（共 6 人）

谢瑞璟 谢冬微 黎淑婷 张慧欣 陈 婷 阮 懿

应用经济学院团委（共 13人）

林欣彤 邹锦华 冼楚瑶 黄林若 谢玉茹 高谋铬 张钰莹

陈珍珠 江志乐 成彩婷 刘 冰 伍 鑫 李 祈

校团委（共 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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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佳 何江鹏 黎嘉豪 林梦茹 黄炜杰 蚁子淇 岑金花

倪 盈

校学生会（共 6人）

彭钰冰 王盈东 郭洁瑜 潘沐涛 卢可颖 唐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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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五四红旗团小组”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外国语学院团委（共 1个）

西 3-803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共 1个）

西 4-724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共 1个）

西 10-428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团委（共 1个）

西 10-303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团委（共 1个）

西 3-506

会计学院团委（共 4个）

3-809 3-825 1-1021 1-1403

教育与体育学院团委（共 2个）

3-1413 3-1421

工商管理学院团委（共 1 个）

3-1132

应用经济学院团委（共 3个）

2-927 2-936 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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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五四红旗团支部”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共 3个）

2019 级工程造价 3 班 2019 级土木工程 2 班

2018 级土木工程 1 班

外国语学院团委（共 4个）

2019 级朝鲜语 1班 2020 级英语 10 班

2018 级英语 11 班 2019 级英语 7班

机电工程学院团委（共 2个）

2019 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班

2019 级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班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团委（共 3个）

2020 级人力资源管理 1班 2019 级人力资源管理 3班

2018 级社会工作 1 班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团委（共 6个）

2019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班

2017 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班

2018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班（网络工程师方向）

2019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班

2019 级软件工程 6 班

2019 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 班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共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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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级自动化 1班团支部 2020 级自动化 1班团支部

国际学院团总支（共 1个）

2019 级国际本科班

应用经济学院团委（共 4个）

2019 级金融学 1班 2019 级金融学 3班

2019 级金融学 4班 2019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 2班

工商管理学院团委（共 2个）

2019 级物流管理 1 班 2019 级市场营销 1 班

会计学院团委（共 8个）

2019 级会计学 10班 2019 级会计学 11班

2020 级会计学 1班 2020 级会计学 8班

2019 级审计学 1班 2020 级审计学 3班

2018 级财务管理 1 班 2020 级财务管理 4班

教育与体育学院团委（共 2个）

2019 级学前教育 1 班 2019 级学前教育 5班

艺术设计学院团委（共 3个）

2018 级视觉传达设计 2班 2019 级视觉传达设计 2 班

2018 级环境设计 2 班（室内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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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广东白云学院

2020-2021 年度“广东白云学院优秀学生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会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

应用经济学院学生会

外国语学院学生会



14

附件 6

广东白云学院 2020 年-2021 年度“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团委

教育与体育学院团委

建筑工程学院团委

外国语学院团委

会计学院团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