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白云学院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

共青团推优名单公示

根据《广东白云学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细则(试

行)》（白云学院团〔2021〕2 号）的文件精神以及《广东

白云学院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推优工作通知》的要求，

经各二级学院团委（团总支）推荐，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

委员会考察，拟向党组织推荐 936 名共青团员作为入党积

极分子，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25 日至

10 月 29 日。

公示期间若对推荐人选资格有异议，请以真实姓名，

电话、来访或书面等形式向校团委反映。

联系人：团委 王晓艳、熊彦辉

联系电话：020-89913839

附件：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共青团推优名单

共青团广东白云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10 月 25 日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共青团推优名单

会计学院（151 人）

郑文斯 郭宇涵 刘婷婷 张美桦 吴依阳 曹婷婷

毛婉霞 罗楷桐 马淑娴 张懿琳 周曼晴 何芳馨

戚晓丽 赖思唯 钟依彤 许丽婷 黄括宇 杨梓宇

谢艺怡 方佩如 黄嘉楠 范冰雁 戚丽珊 蔡巧香

林孜珩 林晓冰 黎境辉 蔡思漩 梁倩婷 庄惠琼

何立山 王梦瑶 陆秀玲 黎晓瑜 赖怡君 徐玉瑶

陈泗霖 林茵茵 刘晓婷 谢紫秋 陈怡樱 叶懿慧

温加文 阮诗静 蔡红梅 何沙霖 潘媛媛 黎敏晴

彭斯莹 罗诗敏 温诗敏 邓莉婷 谢金巧 梁泽勇

冯敏芝 丘婉伶 莫长梅 黎彩霞 钟靖宇 熊文静

冼燎华 谢金彤 蓝嘉明 陈映慧 林新伟 徐燕芝

黄晓煊 李倩倩 黄凯敏 林彩如 方宏萍 詹淑惠

梁银欢 郑佩珊 倪思华 黄敏思 梁晓兰 张紫怡

骆嘉欣 蔡鹏锟 邹益春 谢舒怡 徐绮珊 袁梓敏

曾宝仪 邱子豪 吴春良 邓少薇 李华清 蔡慧欣

叶宝儿 何钧泽 邹佳雯 熊宇欣 卢梓烽 赖雨梅

宋智星 叶凯彬 黄梦醒 周珊影 谭伟恒 张紫程

周宏裕 赵梓立 苏春瑶 黄绮莹 李燕梅 钟璐滢



李若铭 饶宏娥 丘建康 吕娴燕 陈庆仪 杨冬苑

林紫怡 陈双伟 黄苑珊 胡禧年 钟景慧 刘奕吟

李史加 严诗滢 吴雅婷 何敏英 郑梓钿 谢文燕

程常卿 林佳婷 周琬茵 朱小灵 詹汉焙 叶碧玉

陈新蕾 胡 惠 林 麟 钟 彬 兰 茜 覃 添

覃 霖 黄 欣 李 琳 李 敏 孙 荧 李 敏

李 祺 张 麟 邓 泉 姚 远 李 苑 陈 琳

马鑫智超

外国语学院（80 人）

欧秋蓝 李宇璇 许雪仪 李思琪 吴子晴 钟红梅

陈纳斯 梁秋怡 李思敏 赖佳婷 黄美婷 江福田

陈琳琳 刘柔柔 刁智琳 梁湘怡 赵如娇 高培鸿

吴宇彩 陈依纯 刘思涵 巫翠媚 施晓琪 林夏珊

朱丽琪 朱安墀 谢碧红 王琼瑶 梁文婷 陈晓琳

廖珊云 史彩燕 谢美霞 盘保光 陈舒婷 赵荣峡

陈穗宁 刘慧玲 罗可蕙 沈奕君 吴晓雯 黄泽炜

朱宇锴 李慧莹 余芳彤 陈琳儿 叶子琪 李慧君

李丹娜 林梦欣 邓明谦 彭文康 廖安琪 周铭茵

赵嘉胜 陈泽婉 莫林莹 罗碧露 伍翠仪 徐洋洋

陈慧君 叶红梅 黄思漫 陈雪静 陈军梅 谢秋莹

余楚娟 王 欣 李 菲 吴 朗 黄 敏 郑 娟



汪 柳 戴 妹 钱 婧 曾 婷 邓 琳 苏 恒

邹 婕 徐煊子依

艺术设计学院（70 人）

钟嘉蓝 郑子敏 单家丽 谢雪莹 张海琳 丘恩华

陈奕因 陈淑霞 庞晓燕 陈春苡 冼学敏 冯静雯

邵毅锵 张云辰 曹思红 曾博杰 邓良敏 冯晓怡

张思瑶 梁诗麒 朱锦淇 吴紫颖 陈焕钿 陈跃慧

李佩瑶 钱涌琦 张展霞 张婉婷 罗敏瑶 谢子怡

张结祯 陈晓婷 刘钰莹 邱虹年 赵健翔 刘雯静

邓佛二 冯雅霖 林丽平 蒙玥廷 黄艺珊 姚婷珍

关秀烨 黄婉珊 谭雯雅 陈虹君 徐文浩 许嘉明

张丽平 秦诗妍 彭慧燕 杜梓鸿 王维楷 李颖琪

欧剑晖 陈永诗 丁慧敏 陈宣名 欧王升 陈嘉韵

霍德健 梁诗滢 廖佳禧 梁健荣 庞文烨 廖海媚

胡 琳 杨 迪 王 娜 吴艳丽芳

建筑工程学院(56 人）

李静敏 邱敏怡 肖迎迎 梁韵荧 李林峰 杨燕玲

张婉婷 黄可儿 黄泽松 曾贞君 黄曦云 熊宏伟

许培伟 杨华豪 伍毅华 李惠婷 陈开原 冯诗韵

朱文泰 林观龙 罗日焕 袁佳顺 陈明霞 林梓洁



蔡芷霞 刘德峰 陈思洁 梁炜潮 陈齐花 黄志荣

黄秋敏 李欣楹 张银殿 陈婉琪 谭蕴青 吴敏泳

陈灿沛 张煜雯 方梓毅 陈诗曼 邓婧怡 谢雄浩

李祥瑞 王淑琳 陈棋俊 李颂言 黄钦浩 韩玮祺

张育鹏 陈美珠 蒋 涛 龚 烨 张 颖 易 明

陈 雅 林 翰

国际学院（3 人）

戚雨佳 冯敬毅 熊 玥

传媒学院（38 人）

邓汶静 赖浚沣 肖健强 苏美琦 陈诗琪 叶佳仪

周雨晴 钟漪澄 周冠霖 伍紫欣 刘嘉慧 严雅琪

宋尚欣 黄佳怡 叶汶茵 曾悦文 卢思捷 沈梅荣

谢梓铿 邵望可 庄诗楚 杜尔晴 汪海洋 林少桢

徐嘉鑫 吕建蒽 吴月枝 钟婉琪 刘桦敏 江东民

陈柏君 黄智铃 张辛键 李 思 杨 颖 陈 鑫

许 瑶 卢格依拉

应用经济学院（123 人）

林小芹 邓婉仪 谢婷婷 林荧宜 黄吉浩 王莹儿

余佳妮 徐文彬 罗可儿 李金霏 林展鹏 谢海滨



宁舒盈 陈倩雯 黄晓晴 邓思玲 程晓绮 彭佳惠

高文轩 王圣威 朱铨华 郑婉祺 李杰文 欧宗辉

黄佳雄 徐怡洁 李家桦 龚炳恒 冯欣盈 程美华

李嘉颖 王安琪 李海燕 施海瑜 谭莹莹 李映瑶

郑佳文 钟敏湖 梁敏敏 陈婉琳 庄梦秋 王文杰

邵丹琦 龙学飞 陈文龙 杨丽丽 陈伟杰 刘美燕

张丽凤 余昌明 谭佩莹 朱慧颖 梁洁仪 李丽芳

陈晓冰 庄剑鹏 李欣茹 黄馨婵 王诗霓 陈端媛

梁咏琪 林子莉 邢舒鑫 陆家健 郭琳琳 张雪茵

朱澜洋 陆绮桐 卢醒怡 吴绍杰 田雪佳 黎瑞琳

欧美诗 冯敏清 黄丽萃 杨景权 李峙莹 麦洁怡

龙雯静 余咏迅 唐韬灿 张雪玟 黄泳欣 陈柏谕

余小黛 钟海俊 梁柏坤 黄梓添 周嘉俊 关家珍

庄夏诗 林文娜 李海彤 宋金霞 谭振聪 蔡文隆

王泽远 黄文静 庄雅婷 卢婉楹 蔡明君 苏钰华

廖韵晴 沈思涵 周梓敏 张佩瑶 李敏怡 李嘉琪

冯楚嫣 黄于真 陈 政 陈 婷 陈 龙 潘 乐

陈 棋 谭 茵 陈 洁 陈 曦 黎 战 蓝 越

王 骁 陈 芳 王 猛

体育学院（10 人）

欧泽民 詹继旋 李镜祺 黄奕雄 关正昊 黄平泗



莫志豪 陈 霓 黄 涛 王 灏

教育学院（61 人）

罗婉嫦 黄蔓琳 赖晖晖 林雪琴 邓宇江 陈晓蕾

黄心片 陈泽惠 李佩文 叶子潼 黄子漩 陈咏琪

钟琰琪 袁绮蔓 谢超平 曾许元 蓝嘉虹 罗安淇

陈芷淇 罗诗婷 佘梓妍 蔡丽霞 黄思桐 姚韵超

杨嘉妮 邱可欣 卢梓珊 郑慧珊 杨雪婉 梁婉琪

纪静娜 李焕君 黄舒榆 李月园 邓思恩 文楚婉

罗斯琪 凌杏子 韦佳仪 罗漂洋 林嘉敏 蔡倩仪

黎鸿儿 李慧曼 李妙漩 何家慧 刘思琪 蔡雯冰

梁芷玥 钟镇聪 李梓薇 黄怡珊 林欣怡 吕婷婷

邱静淇 杨 璇 张 慈 罗 欣 李 贺 罗 琳

苏 珊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58 人）

黄佳勋 刘颖斐 邓佳静 袁凯维 周李婵 钱心悦

张晶京 梁子晴 马锦秋 林燕玲 刘水娣 梁伊琪

何紫瑶 何榕欣 余思欣 赖依玲 林晓淇 江怡珊

刘梓晴 张丹琪 梁子茵 梁泳欣 陈慧桃 冷嘉珩

曾锐锐 吴梓莹 范佩凡 彭玉莲 陈嘉成 林泳如

梁舒萍 黄润岚 刘芷同 陈志冠 李钦颖 莫荣昆



黄诗晴 曾汉霆 胡晓旻 张静怡 梁键欣 叶敏铧

何蔚昕 何文定 刘润桢 梁景棠 陈友训 江奕俊

杨文彬 肖由美 周绮红 刘赵宇 吴苑玲 江嘉惠

粱 靖 何 奕 林 欣 陈林尔琪

工商管理学院（60 人）

徐杰杰 莫晓冰 陈媛媛 杨成思 陈朝武 卢冰冰

邓海珊 吴诗婷 黄椋金 刘子铭 丁银璇 观文燕

陈小莉 周千钰 陈潇帆 李晓辉 魏育炬 张世龙

黄育思 谢碧君 陈欣仪 陈锦航 陈浩文 黄婴连

黄娜露 洪林燕 郭晓欣 谢杰飞 程宗梅 冯雅悠

廖梓莹 梁雪滢 胡文燕 徐秀丽 林颖茵 方雨莹

郭海帆 陈艳颖 苏先婷 陈奕愉 李剑兰 李长好

陈炜铖 李翠芬 邱晓丽 杨骐宇 周晓婷 陈柳奋

戴文艳 吴依格 黄楚欣 庞琳瑾 胡 智 李 柯

卢 静 熊 冰 梁 焱 李 磊 邱 璇 司徒晓晴

大数据与计算机学院(126 人)

杨东威 陈世登 张荣辉 黄孙尧 庄建华 夏江山

陈洁柔 陈嘉豪 刘旭然 邱腊梅 赵嘉怡 张伟浩

刘文坚 陈凯潼 陈文静 邓学军 郑佳荣 郑伟健

何诗琳 黄娟如 欧阳健 邓广杨 林大棋 柯志维



屈贵全 张玉钒 陈家浩 黄高浩 邹子颖 胡俊鹏

廖庆昌 陈晓玲 李炜仪 马逸璇 李伟健 温培珍

苏诗棋 朱桂霞 石家耀 梁智贵 林佳文 林耀信

郑楚婷 林若琪 曾文锦 王淑君 洪佳萍 谭嘉文

谢玟翰 唐寒金 李金烁 陈俊琦 林思娣 苏永标

区钰苓 林泽涵 魏萱绮 张锐城 许钰梓 蒋一凡

曾泳奇 刘小龙 谭志国 伍晓莹 张嘉良 李嘉平

郑文瑞 陈钰钦 黄维业 甘泳梅 连建伟 李海华

黄锦锐 周展鹏 李小欣 章奕铨 钟乐瑄 冯晓峰

谭梓熙 杨娥萍 李嘉诺 游静霞 银芸桐 林炳涛

叶美琪 赖启航 彭柏鑫 刘展锋 梁靖怡 刘泽栋

杨展宏 黄家添 许保龙 温建鑫 李嘉辉 林超卓

陈启源 何礼焕 欧俞君 李锦龙 林晓熙 佘宏洲

黄子敏 邵桐杰 江水珍 张杰荣 郑思伟 曾健凌

朱永富 陈晋豪 刘逸舟 林东嘉 蔡梓琪 许舒琪

钟钰晴 黄 漫 罗 涛 邹 佳 邓 欣 朱 玥

杨 锐 王 鑫 刘 东 蓝 本 李 鑫 张 钢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39 人)

张兰之 陈家庭 谭铠欣 胡志樑 梁传彬 纪祥雨

苏珍美 卓俊坚 陈舒玲 曾华杰 曾裕鹏 莫惠微

丘均炜 周桥呈 钟梓轩 陈思远 洪锦林 黄梓耀



徐焕雄 刘鑫磊 廖智鸿 肖飞宇 刘骏鑫 张佳裕

刘梦浣 梁铿亮 方建民 吕汝卓 张纹菲 张栋诚

林峻聪 郑智雄 刘杰海 林于丹 陈培漳 陈 婷

綦 谋 袁 慧 欧阳龙波

机电工程学院(40 人)

赖梓耀 何垲杰 冯光浚 蔡杰煜 唐绅豪 房顺基

高炯潘 吴万物 林炫桐 龙奕华 胡骏翔 黄俊烨

黄致铭 莫伟江 温锐权 刘建辉 吴浩昌 陈仲宏

杨华钊 谭子麟 李豪岳 余慧琳 高福林 曾茗月

叶梓名 吕卓展 陈逸文 袁华健 杨浩岚 高健培

周家发 王汉标 张春莹 何加明 张永康 林泉宇

李 斌 吴 云 钟 旋 胥 凯

学工部（21 人）

许喜如 苏铭聪 杨楚娴 区慧明 刘彤丹 蓝楚颖

石镇鹏 付梓莹 陆莹莹 褚芷晴 陈可莹 李嘉雯

徐珊珊 杨悦婷 郑雅虹 秦文婷 黄楚龄 吴婧苹

邱宇轩 成 玟 张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