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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2018 年度“五四”先进集体

和优秀个人评选结果的公示

根据我校《关于开展 2018 年团员评议和“五四”评优工作的

通知》（仲团字〔2018〕5 号）文件精神，经各学院团委和校团

委考核评审，现将 2017～2018 年度“五四”先进集体和优秀个

人评优考核结果公示如下：

一、授予园艺园林学院团委、轻工食品学院团委、经贸学院

团委、管理学院团委、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团委、自动化学院团

委“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二、 授予农业与生物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基层团建创新奖”荣誉称号；

三、授予生科 163 团支部等 59 个团支部“五四红旗团支部”

荣誉称号；

四、授予周静静等 7 名同志及李月秋等 418 名同学“优秀共

青团干部”荣誉称号；

五、授予梁少芳等 10 名同学“十佳团支部书记”荣誉称号；

六、授予陈锦钰等 59 名同学“优秀共青团支部书记”荣誉

称号；

七、授予王盼等 895 名同学“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附件：2017-2018 年度五四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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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为三天（2018 年 4 月 25 日-4 月 27 日），如有异议，

请联系校团委。

联系人：吴璐媛 89002036

邢鹏展 13609066046（666046）

吴增立 15217450336（670336）

共青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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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2018 年度五四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名单

一、五四红旗团委

园艺园林学院团委 轻工食品学院团委

经贸学院团委 管理学院团委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团委 自动化学院团委

二、基层团建创新奖

农业与生物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三、五四红旗团支部

农业与生物学院

生科 163 团支部 农学 161 团支部 植保 171 团支部

植保 172 团支部 种科 162 团支部

园艺园林学院

园艺 172 团支部 园艺 171 团支部 园林 162 团支部

轻工食品学院

包装 161 团支部 包装 162 团支部 食品 152 团支部

食品 171 团支部

经贸学院

国贸 153 团支部 国贸 161 团支部 会展 161 团支部

会展 162 团支部 会展 171 团支部 投资 162 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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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人力 153 团支部 财务 153 团支部 会计 151 团支部

人力 163 团支部 会计 163 团支部 市营 162 团支部

市营 171 团支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机 166 团支部 计机 168 团支部 电信 161 团支部

电信 162 团支部 计机 175 团支部 计机 177 团支部

计机 178 团支部 计机 171 团支部

外国语学院

英语 161 团支部 英语 162 团支部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 163 团支部 机械 166 团支部 能源 162 团支部

能源 173 团支部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产品 164 团支部

化学化工学院

材化 171 团支部 应化 171 团支部 应化 173 团支部

化工 172 团支部 高分子 163 团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工 173 团支部 环科 151 团支部 环工 154 团支部

计算科学学院

统计 152 团支部 信计 162 团支部 统计 172 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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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学院

土木 174 团支部 城规 152 团支部 给排 154 团支部

城规 151 团支部 城规 163 团支部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63 团支部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行管 152 团支部 行管 161 团支部

研究生团委

林学 171 班团支部

四、优秀共青团干部

教工共青团干部

农业与生物学院 周静静

管理学院 张现超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吴南生

外国语学院 周静

自动化学院 吉燕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杨玮玉

校团委 吴璐嫒

农业与生物学院

生技 152 李月秋 农学 171 张嘉骏 农学 172 徐天成

种科 161 栗永娟 植保 161 张璐璐 植保 161 郑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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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 161 董婉雯 种科 162 黄永英 农学 161 高可仪

农学 163 卢舒杭 农学 162 李香荷 农学 162 梁燕文

植保 152 侯瑞权 农学 163 王建红 植保 172 郑钦鸿

生科 152 林子君 农学 152 蓝翠珍 生科 165 吴阳

生技 152 辛雁敏 生科 152 谢梓格 生科 151 林小惠

园艺园林学院

园林 152 林杨鹏 园林 162 苏顺杰 园林 162 洪家宜

园林 172 张梓华 园林 152 何慧敏 园林 163 谢锦燕

园林 171 杜雯欣 园林 152 吴思婷 园林 172 冯铭瑜

园林 164 林奕樟 园林 173 李曙环 园林 163 周洁

园艺 151 郑增武 园林 171 马泽锋 园艺 151 魏培婷

园林 152 林晓璇 园林 151 卢小燕

轻工食品学院

包装 152 杨依杏 包装 162 李结瑶 包装 161 钟美珍

食品 171 蔡伟思 食品 172 刘小婷 生工 151 莫云少

生工 161 戴海玉 包装 162 张奕丽 食品 171 毕颖欣

质安 151 李玉坤 生工 171 何小坚 生工 172 钱泽锋

食品 151 黄萍 质安 161 张艾棋 质安 162 冯琰珺

食品 152 陈苑 食品 153 吴沛芝 质安 162 赖嘉雯

质安 162 林佳宜 质安 162 胡水银 质安 152 黄清香

食品 173 李艺苗

动物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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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 151 杨敏璇 水产 162 李嘉瑶 水产 162 伍洁丽

水产 161 黄嘉玲 水产 162 林紫菱 水产 162 聂伶桔

经贸学院

国贸 151 纪霖纯 会展 162 陈志强 农经 163 王彤彤

国贸 153 戚淑琳 会展 163 许铭暄 农经 172 郑燕婷

国贸 161 郑晓青 会展 171 郑少玲 投资 152 黄颖欣

国贸 162 陈金涛 农经 153 苏敏如 投资 152 曾霖玲

国贸 163 余楚婉 农经 154 陈美纳 投资 154 方义

会展 161 马莹滢 投资 161 陈思秀 投资 163 纪灿雯

会展 161 杨彼 农经 161 潘舒晴 投资 162 洪晓琪

会展 162 陈庆璇 农经 162 陈静纯

管理学院

人力 153 廖文茹 人力 153 吴少妹 财务 152 陈少荣

财务 152 钟玲玉 会计 152 黄珊琳 工管 153 吴嘉

工管 153 蔡妙珍 工管 153 麦家僖 市营 152 吴妍君

人力 161 朱映满 人力 163 石少珊 人力 163 朱怡华

人力 163 朱茵 财务 162 卜颖婷 财务 162 蔡梦怡

财务 163 林佳纯 财务 163 苏桂真 会计 162 黄康

会计 162 杨雪雯 会计 163 刘结苗 会计 163 黄欣怡

工管 162 赖睿兰 工管 162 邓妙娜 工管 163 范泳

市营 161 徐滨明 市营 162 吴楚妹 市营 162 麦惠莹

人力 171 李苑诗 人力 172 朱凌凌 人力 173 陈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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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 173 李丹阳 会计 172 黄建华 工管 172 刘泽绵

市营 172 欧家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 151 郑雪芳 物联网 153 林燕璇 物联网 153 马腾升

物联网 153 詹皓之 物联网 153 孙婷 物联网 154 庞明华

物联网 154 房立洲 物联网 154 姚银银 计机 162 骆燕玲

计机 163 欧阳萍萍 计机 163 赖婕慧 计机 165 许统荣

计机 167 褚秋告 电信 163 黄雅芳 电信 164 钟海

电信 168 潘桎立 计机 172 周汉鑫 计机 174 郑伟钿

计机 175 周皓玮 计机 178 张淑真 计机 179 江霖颖

计机 171 陈志杰 电信 172 邱梓涛 电信 173 许海敏

电信 174 李彬洲 信管 172 吴苏贤 通信 152 吴泽清

创新教育实验 151 翁颖斌

外国语学院

商英 151 陈玉婷 商英 151 洪晓莹 商英 152 刘巧璇

商英 153 黄熙彤 商英 153 罗秋池 日语 172 赵颖欣

商英 163 曹妙华 商英 164 钟桂丽 商英 173 黄烨菲

英语 161 陈凤苓 英语 162 陈金莲 英语 162 冯淑仪

日语 161 池婉靖 日语 161 刘睿思 英语 171 吴慧琳

商英 162 李晓玲 英语 162 张馥雯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 151 邓政 机电 152 何维 机电 152 陈集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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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162 孔祥盛 机械 164 陈智升 能源 162 黄炳鑫

机械 171 刘伟钦 机械 171 林子莲 机械 172 黄茜

机械 174 林晴儿 机械 175 李文生 能源 173 叶晨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环艺 151 张程瑶 环艺 153 刘思源 环艺 153 冯幸宜

环艺 153 余柔慧 视觉 152 张闪 视觉 152 蔡佩娟

视觉 152 叶米晴 视觉 153 钟珊珊 产品 151 蔡泽堉

产品 151 林友榕 产品 152 吴雅莹 产品 153 蔡禹洁

环艺 162 赵雯靖 环艺 162 曾秀媛 视觉 164 孙泳东

视觉 164 谢青娟 视觉 164 柯文敏 产品 164 潘锡勤

化学化工学院

化工 171 黄玉婵 化工 171 陈润书 化工 171 陈丽霞

化工 172 关心怡 化工 173 何倩影 化工 173 许银球

化工 162 肖益华 化工 151 张圣林 应化 172 谢子龙

应化 173 梅炜滢 应化 173 黄敏瑶 应化 154 高子珊

应化 152 李锦丽 应化 161 林子苗 应化 171 钟奕娜

材化 162 陈郑雯 材化 162 庄玲玲 材化 151 周敏妍

材化 152 郑婉儿 材化 171 冯敏灵 材化 171 邹华

材化 161 黄泽萍 高分子 171 谢思敏 高分子 172 陈思敏

高分子 173 区凯翔 高分子 162 梁金燕 高分子 162 许柳敬

高分子 152 林琦颖 高分子 152 郑洁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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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工 172 庄思淇 环工 162 何淑军 环工 154 容健美

环科 171 邹美靓 环科 161 黄培煌 环工 154 刘永旋

环科 171 魏寒 资环 161 黎丽 环科 152 郑泽丽

资环 171 孙松舒 环工 151 邓琦 环科 153 梁紫薇

环工 161 梁小琳 环工 151 何玥雯 资环 152 邓丽芬

环工 161 彭康淳 环工 153 李舒敏

计算科学学院

统计 151 蔡哲帆 统计 152 邓桂萍 统计 161 叶静怡

统计 172 王晓冰 信计 152 程伟权 信计 172 邹永发

信计 152 吕金胜 信计 161 邝锦文 信计 161 李子琪

信计 172 王志明 信计 172 郭杰济

城乡建设学院

给排 152 钟秒芬 城规 161 曾婷 土木 163 梁淙博

土木 152 吴永森 城规 163 吴文坤 土木 162 吕文泉

土木 153 李光铭 土木 171 邱晓鑫 城规 151 荚徐欢

城规 173 鄞岱玟 城规 152 罗汉强 城规 153 林映芝

城规 162 庞诗颖 给排 173 江晓君 给排 151 何芷晴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54 邬亮 电气 151 郑浩明 电气 151 陈天赐

电气 152 容锦东 自动化 163 何铭琪 自动化 163 吴铿洽

电气 162 陈锡棋 自动化 172 赖颖杰 自动化 173 邓孔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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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 151 雷淑贞 行管 152 梁群好 行管 152 张键锐

行管 153 羊冰芬 社工 151 方洵 社工 152 朱汉英

社工 152 林梓聪 行管 161 冯静仪 行管 161 叶敏盈

行管 162 赵洁杏 行管 163 徐敏敏 行管 163 罗诗晴

行管 163 洪冰虹 行管 172 陈怡叶 社工 171 李依凡

研究生团委

2017 级食品科学 梁振 2017 级化学工艺 陈文杰

校学生团干部

生科 152 邢鹏展 生技 152 梁慧怡 质安 153 林荣航

国贸 154 冯均然 动科 162 邱菲 园林 163 许译丹

植保 162 张少玲 高分子 163 梁智均 材化 161 全锦涛

生科 163 黄洁榕 园林 164 姚润东 商英 164 高文婷

资环 161 洪镁琪 能源 161 余仲南 会展 162 蔡清

应化 163 叶栩茹 环工 151 练曜扬 环科 152 杨慧豪

包装 151 谢恺富 给排 152 刘力畅 农学 151 洪丽婷

商英 161 吴斯祺 园林 163 曾栩栾 种科 162 陈纯洁

城规 153 张运烨 土木 153 徐伟杭 商英 153 陈思晴

商英 152 李安淇 动科 152 朱晓琳 英语 161 李睿琪

商英 162 李恩怡 城规 152 谢健斌 农经 153 韦其琪

给排 154 陈振坤 高分子 151 陈帆 商英 163 林桂萍

商英 164 岑乐妍 农经 154 禤可欣 农学 151 张捷

生工 152 林曼 园林 161 蔡婉婷 园林 164 苏春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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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 161 薛海怡 会展 163 洪毓瑞 商英 163 叶树洁

机制 151 李楚丹 国贸 153 戚淑琳 英语 162 何杰霖

资环 161 陈铄纯 农学 161 陈海浪 商英 162 黎佩玲

商英 162 张楚瑶 英语 162 贺柳盈 种科 161 朱德超

商英 162 周钰颖 农学 162 钟明慧 园林 163 黄琦雯

英语 162 李秋燕 商英 164 孙凯敏 机电 152 余卫凯

农学 152 郑健成 国贸 153 张淑桢 园林 161 肖焱芳

应化 161 林树成 机电 162 蔡世杰 会展 162 黄婉琪

会计 152 伍祉诚 工管 153 何思霈 工管 163 吴增立

财务 163 朱嘉琪 会计 163 王秋慧 会计 161 王玉芙

财务 163 陈颖 通信 162 陈镇邦 物联网 163 林楷榕

财务 163 陈小霞 工管 162 黄亦金 会计 161 何丽莹

工管 162 陈恋 财务 163 麦纬琪 物联网 161 林济豪

财务 163 李泽滢 市营 162 黄佳婷 会计 153 杨晓进

电子 151 陈戈 行管 162 文雯 工管 152 高文杰

市营 162 黄衍超 社工 162 陈可 市营 161 谭慧敏

会计 163 段薇 人力 163 林嘉敏 人力 162 郑晓星

会计 163 赖庆红 会计 162 杨志娴 人力 162 赵嘉琳

市营 162 林芷贝 财务 151 黎瑞莹 物联网 153 毛捷

信管 152 杨春幸 会计 161 周文绮 会计 152 黄梓滢

自动化 154 池耕宇 物联网 151 卢祥军 质安 161 林均蕙

会计 163 黄子苇 物联网 162 赖晓橦 行管 162 龚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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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164 黄振瑜 物联网 151 温逸豪 会计 163 詹雪如

电信 162 林锦曼 财务 162 廖广松 会计 161 卢雯婷

人力 162 陈舒文 电气 152 彭志成 人力 151 徐衍翊

人力 162 柯洁 会计 163 邓雪绸 人力 162 陈婷真

社工 162 钟琦

五、十佳团支部书记

食品 152 梁少芳 给排 154 陈杰航 环科 151 林梦婷

高分子 163 温淑谊 材化 171 杨洽 英语 162 林捷琪

能源 173 余昱欣 人力 153 林文锋 产品 164 谢缘

计机 177 黄少君

六、优秀共青团支部书记

农业与生物学院

植保 152 陈锦钰 生科 152 吴映纯 生技 151 彭彬

植保 161 张培芳 生科 161 吴裕波

园艺园林学院

园艺 152 吴银妹 园林 164 邱宇欣 园林 174 林晓娜

轻工食品学院

包装 152 胡梦丽 生工 161 蔡昊云 食品 151 许浩锐

动物科技学院

水产 153 黎泽城

经贸学院

国贸 163 黄宇轩 农经 151 洪嘉升 农经 172 黄璇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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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151 张帮兴 投资 152 郑晓婉 投资 173 覃诗航

管理学院

人力 151 许庆旋 财务 151 孙韵诗 市营 173 冯琳

会计 162 蔡惜萍 市营 163 陈锦淳 会计 171 陈奕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 151 吴文洁 计机 168 杨家旺 电信 162 吴钡钡

计机 175 李少波 计机 178 胡雪寅 电信 174 吴凯旋

计机 1710 钟吉波

外国语学院

商英 153 陈晓桦 英语 161 袁绮锋 日语 162 程欣然

机电工程学院

能源 153 练文超 机械 172 刘毅 机械 176 程国鹏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 151 吴洋洋 视觉 152 黄桦锾 环艺 164 袁梓静

视觉 172 朱媛

化学化工学院

高分子 172 陈泽烽 应化 163 黄洁萍 应化 171 王漫娜

高分子 173 黄玲桐 高分子 171 陈潮鑫 材化 171 杨洽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工 172 欧诗平 环工 152 黄树鸿

计算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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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计 154 符伟华 统计 162 庄燕乔 信计 173 林沛

城乡建设学院

城规 162 陈立夫 城规 153 何晓仪 土木 171 林涛鑫

土木 162 余衡衡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行管 153 郑冰莹 社工 161 谢晓蔓

研究生团委

2017 级食品加工与安全 何嘉敏

2016 级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吴泳贤

六 、优秀共青团员

农业与生物学院

农学 151 王盼 农学 161 罗小琳 农学 171 陆超汝

农学 151 张华杰 农学 162 毛楚乔 农学 172 黄思澳

农学 151 赵丽君 农学 152 谢沛丰 生科 161 谢敏霞

农学 152 刘少君 生科 161 丘志慧 生科 161 张哲

生技 151 黄英豪 生科 163 刘菲怡 生科 173 郑敏烨

生技 152 李秋苑 生科 163 吴启境 生科 173 罗岚之

生技 152 王洁璇 生科 163 林佳 生技 152 沈丹霓

生科 164 许碧瑜 生科 174 曹传术 生科 152 戴静华

生科 164 蔡秋蝶 生科 175 曹聪 生科 175 房晓桐

生科 152 王淳 生科 164 洪波 生科 175 李学忠

生科 152 郭娆晴 生科 165 孔晓嘉 植保 171 官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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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 152 谢钰佳 植保 161 杨云惠 生科 172 梁玉敏

植保 152 宋自玉 植保 161 李珊珊 植保 172 刘锦萌

植保 152 叶志康 植保 161 陈冬娜 植保 163 彭永毅

植保 172 廖轩旎 种科 162 董吉鹏 种科 162 陈纯洁

农学 161 李银诗 农学 171 廖晓丽 种科 172 宿惠渊

植保 161 谢素丽 植保 171 颜梓湄 生科 164 陈晓琳

生科 162 刘素娜 生技 151 张远辉

园艺园林学院

园林 162 刘佩雯 园林 171 余姗婷 园林 162 廖颖炫

园林 164 袁冬梅 园林设计 152 张泽霖 园林 171 张家瑜

园林 164 罗畅莹 园林设计 152 陈岱榕 园艺 172 谢钰雯

园艺 163 黄美云 园林设计 152 张汀琳 园林 171 黄伊琳

园林 161 朱文靖 园林设计 152 郑童彬 园艺 163 宋伊婷

园林设计 152 林雪婉 园艺 152 李丽华 园林 174 黄芷欣

园林设计 152 何秀峰 园艺 152 刘思慧 园林 172 黄冰凌

园艺 171 李艳兰 园艺 151 黄源欣 园林 164 吴婷

园林 172 刘卓锋 园林 171 吴瑞凯 园艺 151 张娜

园艺 151 韩婉盈 园林 172 俞梅娟 园林 162 何嘉敏

园艺 152 曾颜柠 园艺 172 张卓宜 园林 174 欧阳焕欣

园林 174 沈萱津 园艺 172 刘若炀 园林 173 陈渝

园林 174 谢玮琛 园林 173 林梓崇 园林 172 叶尚文

园艺 163 黄晓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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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食品学院

包装 151 李敏清 包装 152 吴镇群 包装 161 陈观凤

包装 162 周燕清 包装 171 林佳妮 包装 151 何权生

包装 152 黄慧明 包装 161 方爱珠 包装 162 刘庆祥

包装 171 李炫德 生工 151 黄钿 生工 161 罗富河

生工 172 刘增发 食品 151 麦琳敏 食品 152 顾佳伟

生工 151 陈律程 生工 171 袁日富 生工 172 陈鑫

食品 151 阮桥君 食品 152 赖小媚 食品 161 姚文倩

食品 171 郑瑞仪 食品 171 郑思燕 食品 172 朱嘉敏

食品 173 苏敏璇 食品 161 黄培文 食品 162 吴素美

食品 171 刘漩 食品 172 黄俊源 食品 173 黄海欣

食品 171 卢洪顺 生工 162 朱丽芳 质安 151 梁进欣

食品 173 胡梓晴 质安 171 庞宝汶 包装 172 邝杰诚

质安 151 陈少先 质安 162 黄秋银 包装 172 蔡佳泽

食品 173 黄浩杰 包装 172 徐意芳 质安 151 简少怡

质安 162 马颖川 质安 151 陈艳欣 包装 172 施璇芸

食品 153 林冬婷 质安 152 刘露 质安 171 蓝思奇

生工 161 翁早阳 质安 153 肖楠嘉 食品 153 龙美月

质安 152 王佳敏 质安 172 郑树鹏 质安 161 蒋欢

质安 161 郑丹纯 质安 172 潘静茵 食品 171 郭烁璇

食品国际 171 何秋璇 食品国际 161 赖升敬

动物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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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科 151 邓汝森 动科 152 吴纯华 动科 152 刘付穗

动科 153 冯锈华 动科 161 邬德淑 动科 161 梁惠贞

动科 161 邹海莹 动科 162 周香颖 动科 171 苏曼娜

水产 151 黄楚妮 水产 151 蔡秀珠 水产 151 范芷仪

水产 152 郑巧银 水产 152 陈雅文 水产 153 李东永

水产 153 杨友成 水产 161 谭钧元 水产 161 肖佳琪

水产 162 汤颖 水产 162 区海欣 水产 171 方雪娇

水产 171 马赛亚 水产 172 张美燕 动科 171 张韶辉

经贸学院

国贸 151 姚茜容 会展 152 周晓蕾 农经 162 王昱婷

国贸 152 朱韵琪 会展 152 林锐珊 农经 163 肖依

国贸 152 潘奕婷 会展 153 陈虹悦 农经 163 梁明昕

国贸 153 蔡晓旭 会展 154 郑嘉霓 农经 171 黄晓雪

国贸 153 罗静怡 会展 154 余洁琳 农经 171 刘楚君

国贸 154 胡冰娜 会展 161 陆玲玲 农经 171 赖依恒

国贸 154 邓敏霞 会展 161 邱桐儿 农经 172 陈凯文

会展 162 林银霞 农经 172 刘晓亮 农经 172 黄钰烨

国贸 161 黄笑平 会展 162 陈津津 农经 172 徐銮珈

国贸 161 卢金花 会展 163 曾培伟 农经 172 吕金泽

国贸 161 彭丹欣 会展 163 王沛婷 农经 173 林美如

国贸 162 伍思思 会展 171 谢冰钰 农经 173 苏志洪

国贸 162 王秋告 会展 171 曾晓君 投资 151 胡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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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 162 詹晓玲 会展 172 杨景玲 投资 152 苏敏琪

国贸 163 林晓玲 会展 173 蔡之仪 投资 152 谭容珍

国贸 163 林东彬 农经 151 邓梦琳 投资 153 张志钰

国贸 163 王凤莲 农经 151 李晓清 投资 153 郑丽珊

国贸 171 李晓菊 农经 152 罗慧婷 投资 154 黄晓丽

国贸 171 杨震杰 农经 152 宁诗韵 投资 154 黄广珊

国贸 171 蔡雪妮 农经 153 林锦燕 投资 161 林洁仪

国贸 172 梁晓茵 农经 153 陈申雨 投资 162 韩钰霖

国贸 171 蔡钰彤 农经 154 梁莹莹 投资 162 郑雪花

国贸 172 黄嘉欣 农经 154 卢佳新 投资 163 游芸

国贸 172 李江滨 农经 161 邱秀汶 投资 163 吴启慧

国贸 173 洪琼蔓 农经 161 李嘉仪 投资 173 张金玉

国贸 173 吴洁婷 农经 161 黄慧璇 农经 162 谢嘉慧

会展 151 詹凌燕 投资 172 陈育兰

管理学院

人力 151 郑媚芬 人力 152 李铃 人力 152 林立婷

人力 153 陈晓琦 人力 153 黄佳敏 人力 153 李群

人力 153 林恩 财务 151 林少玲 财务 151 王美静

财务 151 陈悦娜 财务 151 陈佩瑶 财务 152 郑家杨

财务 152 周洁菡 财务 152 王奕璇 财务 152 麦泳欣

财务 152 张泽萍 财务 153 麦惠甜 财务 153 陈梅恩

财务 153 林跃思 会计 151 刘珈瑜 会计 151 严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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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 151 林燕虹 会计 151 李晓双 会计 152 何昇真

会计 152 黄星星 会计 152 苏伊彤 工管 151 陈希林

工管 151 温思敏 工管 151 钟即荣 工管 152 胡梓君

工管 152 余晚霞 工管 152 刘帅涵 工管 153 沈婉娜

工管 153 翁泽彪 工管 153 叶洁莹 工管 153 张雪

工管 153 何静 市营 151 黄秋瑛 市营 151 陈泽萍

市营 151 温小玲 市营 152 谭结玲 市营 152 林绵旋

市营 152 梁铭坚 市营 153 杨绵 市营 153 林漫虹

市营 153 钟碧如 市营 153 王莹莹 人力 161 林秀如

人力 161 杨丽瑶 人力 161 冯晴媛 人力 162 刘丹

人力 162 姚晓玲 人力 162 王思祺 人力 163 汤娟怡

人力 163 何骞声 人力 163 杨丽娜 人力 163 周泓洽

财务 161 卢嘉敏 财务 161 周丹如 财务 161 骆嘉慧

财务 162 王熙 财务 162 马壮旭 财务 162 赖洁婷

财务 163 王婷 财务 163 方泽曼 财务 163 罗玉琳

财务 163 肖亮玲 财务 163 杨凤珊 会计 161 蔡志华

会计 161 张灿 会计 161 蔡雅芝 会计 162 陈思颖

会计 162 陈洁梅 会计 162 陈晓纯 会计 162 林晓蔓

会计 163 蔡慧欣 会计 163 陈梓婷 会计 163 林芬

会计 163 钟婉佳 工管 161 许文航 工管 161 郑彩燕

工管 162 戴明慧 工管 162 章盼 工管 162 董敏华

工管 163 周子慧 工管 163 刘凯欣 市营 161 赖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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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营 162 马晓琪 市营 162 范慧琳 市营 163 杨泽琪

市营 163 胡慧敏 人力 171 陈漫琪 人力 171 严文悦

人力 171 罗伟杰 人力 172 陈瑞燕 人力 172 冯懿

人力 172 郑梓颖 人力 172 郑煜标 人力 172 陈柳漫

财务 171 王卓婷 财务 171 肖瑞芸 财务 171 叶乐融

财务 172 何妙玲 财务 172 王燕霞 财务 173 林思琪

财务 173 林婷婷 财务 174 黎俏燕 会计 171 陈文颖

会计 171 杜晓霓 会计 171 何庄芸 会计 172 陈晓如

会计 172 李燕 会计 172 杨锚 会计 173 洪晓蔓

会计 173 李洁玲 会计 173 邱明雯 会计 174 曾宋玲

工管 171 陈铠欣 工管 171 杨韵霖 工管 172 林思博

工管 172 潘伟鑫 工管 172 杨婷 工管 172 戚俊杰

工管 173 杜光婷 工管 173 黄树君 工管 173 梁晓连

工管 173 林惠钰 市营 171 冯涛 市营 171 徐晓茹

市营 172 柯巡庭 市营 172 马秋媚 市营 173 杨慧琪

市营 173 林子娴 市营 173 李燕鸿 工管 171 林志强

财务 171 林慧敏 财务 171 周伊婷 财务 174 黄泽斌

财务 174 黄少鑫 会计 163 陈娴 会计 171 林洁玲

会计 172 孙琦 会计 172 林燕宣 人力 171 张靖媚

人力 171 谢婉琪 人力 172 魏小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创新教育实验 151 周莹 网络 152 曾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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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151 林艳珊 通信 152 李冬 通信 152 胡淑燕

物联网 151 郑晓霖 物联网 151 李泽荣 物联网 151 黄建活

物联网 151 江钦泉 物联网 152 王东如 物联网 152 吴桂芬

物联网 152 李静 物联网 154 周雳雰 物联网 154 吴金镇

电子 151 郑妍珊 计机 152 黄晓莹 计机 152 刘嘉婷

计机 153 陈妙纯 计机 153 郑杜敏 计机 154 黄勇钟

计机 154 何超武 计机 161 王梁兴 计机 161 李俊浩

计机 162 陈金仙 计机 164 陈婉晴 计机 165 林丽玲

计机 165 胡晓佳 计机 166 黄坚伟 计机 167 林燕斌

计机 167 曾诗茵 计机 168 冯梓均 计机 168 郑玉洁

电信 161 侯晓伟 电信 161 刘臻华 电信 163 钟文钦

电信 163 林士凯 电信 164 肖辉旭 电信 164 陈宇霞

电信 165 庞双晓 电信 166 黄邦锐 电信 168 蓝淳梓

电信 169 王转 计机 171 余柳浩 计机 171 骆浩儒

计机 172 谢海华 计机 173 司徒逸乾 计机 174 胡展林

计机 174 李煌 计机 175 黄彩霞 计机 175 刘清锋

计机 176 林慧纯 计机 176 吴楚滨 计机 177 黄舒欣

计机 177 颜粮裕 计机 178 谢杰锋 计机 178 黄景培

计机 178 姚红斌 计机 172 许家华 计机 176 李锦荣

计机 179 陈泽珊 计机 179 叶其芳 计机 1710 方龙

计机 1710 许晓淇 电信 171 赖发林 电信 171 陆应通

电信 172 林丽如 电信 173 黄子涛 电信 173 陈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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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 174 陈伟志 电信 174 罗卓镔 信管 171 赖劲派

信管 171 陈碧莹 信管 172 赖桂彬 信管 172 许越跃

网络工程 152 卢清波 电信 174 翁嘉骏 电信 171 刘国

外国语学院

商英 152 郑傲妮 商英 152 彭玉清 商英 153 刘婷婷

商英 154 黄丹 商英 161 郑培吟 商英 162 陈烁曼

商英 154 黄丽倩 商英 161 阮倩婷 商英 161 卢春莹

商英 161 黄海萍 商英 162 曹家丽 商英 172 陈颖英

商英 162 梁海欣 商英 162 吴卓盈 商英 163 朱渔鈊

商英 163 苏永丽 商英 164 黄晓贤 商英 171 罗佳慧

商英 173 李碧霞 商英 174 张燕蕾 商英 174 麦翠仪

英语 153 陈采妮 英语 153 王茵婕 英语 153 杨芳

英语 162 吴梦婷 英语 171 胡燕珊 英语 171 庄洋帆

英语 161 陈俊莹 英语 161 张婷仙 英语 162 赖姗姗

日语 151 姚凤萍 日语 172 冯雪梅 日语 162 黄燕

日语 171 刘双凤 日语 151 庄敏玲 日语 151 黄佳娜

日语 151 苏文婷 日语 161 周敏婷 日语 162 黎欣

日语 162 曾秋娥 商英 173 房家妍 商英 162 李丽萍

商英 164 朱嘉美 英语 172 张彬瑶

机电工程学院

机电 151 张晓涛 机电 151 陈培昌 机电 152 李文武

机电 152 黄灿伟 机电 152 李方研 机电 152 陈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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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 152 李嘉鑫 机制 152 徐嘉栋 能源 151 李增霖

能源 152 邬浩鸿 机械 162 卢水德 机械 162 李明爵

机械 166 陈佳 机械 166 张伟光 能源 161 王捷

能源 161 严恢弘 能源 161 徐政凯 能源 161 黄宇权

能源 161 夏扬凯 能源 161 甄铁山 能源 161 谢捷凯

能源 162 高子维 机械 171 陈家庆 机械 171 潘海潮

机械 172 郑霆锋 机械 172 曾健峰 机械 173 陈嘉铭

机械 173 吴梓燊 机械 174 方佳榕 机械 174 谢绍强

机械 174 刘振鹏 机械 175 李功威 机械 175 成世灿

机械 176 陈文基 机械 176 邓明泽 机械 176 林泽强

能源 171 王理浩 能源 171 林良锐 能源 171 洪晓婷

能源 171 蔡钊华 能源 171 叶锦华 能源 171 覃世华

能源 172 李东胜 能源 172 梁智斌 能源 172 廖团杭

能源 172 何明伟 能源 172 谭浩泉 能源 172 温乔维

能源 172 刘伟峰 能源 172 陈志伟 能源 173 麦晋浩

能源 173 刘佳鑫 能源 173 许子阳 能源 173 苏梓瀚

能源 171 吴贤锐

何香凝艺术设计学院

环艺 153 曾碗婷 视觉 151 郑泽娜 视觉 151 谭春嫦

视觉 151 刘文奇 视觉 152 陆韵诗 视觉 152 许琳盈

视觉 152 杨欣仪 视觉 152 梁锦威 视觉 152 帅亚秀

视觉 153 林耀峰 视觉 153 高娃婷 视觉 153 巫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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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153 张婉莹 视觉 153 郑玮彤 视觉 153 刘佳惠

视觉 153 石冬怡 产品 151 聂杰英 产品 151 刘晓欣

产品 151 庄绮琪 产品 151 陈凤君 产品 153 谢佩宜

产品 153 叶培 产品 153 邓发懂 产品 153 谢斯雅

环艺 163 王萱 环艺 163 许晓怡 环艺 163 张倩

环艺 163 高子洋 环艺 164 陈晓莹 环艺 164 柯成宇

环艺 164 李雨徽 视觉 164 尹巧燕 视觉 164 黄佳慧

视觉 171 黄乔楠 视觉 172 陈杏怡 视觉 172 柯华健

视觉 172 黎慧翔 视觉 174 晋亚文

化学化工学院

材化 171 许翼鑫 应化 173 吴怡缘 化工 161 杨锡基

材化 171 陈铭纯 应化 173 何嘉炜 化工 161 欧文漂

材化 171 陈晓敏 应化 173 李广清 化工 162 张绮静

应化 173 余炜濠 化工 151 李诗乐 应化 172 李俊杰

高分子 171 黄怡聪 应化 173 蔡婉玲 应化 151 陈燕珊

高分子 172 蔡桂钰 应化 174 郑伊玲 应化 152 林楚冰

高分子 172 周柳琪 应化 174 招宇鹏 应化 152 林淋

高分子 172 邓俊锋 应化 174 邱舒愉 应化 152 陈瑶

高分子 173 王燕焱 应化 174 刘钰娜 应化 152 朱妙琼

高分子 173 刘敏 应化 174 许秋林 应化 152 钟丽萍

高分子 173 黄榕 材化 162 邓衍玲 应化 152 姚陈婷

化工 171 陈捷 应化 161 陈碧琪 应化 154 沈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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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 171 陈嘉俊 应化 161 林思淇 应化 154 何清林

化工 172 黄晓玲 应化 161 蔡娜娜 应化 154 张美莹

化工 172 霍晓潼 应化 162 陆柔 应化 154 黄慧敏

化工 172 范燕香 高分子 161 黄国林 材化 152 孙丽娜

化工 172 曾秀琪 高分子 162 罗文惠 材化 152 陈林虹

化工 173 余琪琪 高分子 162 陈柱钻 材化 152 杜楷洪

应化 171 温德健 高分子 162 林俊涛 高分子 151 李思娜

应化 171 陈丽晶 高分子 163 陈衍均 高分子 151 孙漫琪

应化 171 叶培林 化工 161 杨浩 高分子 152 陈业昌

应化 172 许家源 化工 161 郑燕妮 高分子 152 邱阳

应化 172 邹启文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工 171 李创雄 环工 173 林列聪 资环 171 陈泳怡

环工 171 李慧萍 环工 173 黄翠山 资环 171 韩东辰

环工 171 苏银梅 环科 171 彭棉璇 环工 161 温雨航

环工 172 陈民哲 环科 171 肖鋆 环工 162 高燕琳

环工 172 梁紫微 环科 171 郑桂雯 环科 161 江玉婷

环工 172 李滢滢 资环 171 林卫聪 环科 161 谭家驱

资环 161 陈细珍 环工 153 李晓君 环科 151 魏婉沛

资环 161 廖婷婷 环工 153 李亦婷 环科 152 何泳仪

环工 151 廖子生 环工 153 刘美欣 环科 152 刘依霞

环工 151 林晓亚 环工 154 唐思凯 环科 152 王少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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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工 151 蔡叶婷 环工 154 陈钊霞 环科 153 何菊园

环工 152 邱佳琪 环工 154 郑燕玲 环科 153 伍亮义

环科 153 罗婷婷 资环 151 叶云 资环 151 郑秋婷

计算科学学院

统计 151 余威娥 统计 151 符丽 统计 152 陈怀诗

统计 152 张颖 统计 161 孙思楠 统计 161 曾婷婷

统计 162 刘立统 统计 162 廖嘉欣 统计 171 陈曼琳

统计 171 黎舜炜 信计 154 王涣霖 信计 154 刘汝

信计 153 魏伟康 信计 153 黄楠 信计 152 陈烁峰

信计 152 张艺璇 信计 151 洪林生 信计 151 欧启明

信计 161 谭倩雅 信计 162 朱艺娜 信计 162 蔡杏敏

信计 163 易秋艳 信计 163 陈晓妹 信计 171 陈惠怡

信计 172 林颖 信计 172 吴将荣 信计 173 杨世文

信计 173 李伟楠 信计 174 赖治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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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学院

城规 171 高于凡 土木 174 罗浩铭 给排 154 练凯威

城规 171 陈敏如 土木 174 高雄锋 土木 151 刘明武

土木 152 蔡瑞生 城规 173 方煜鑫 城规 161 谢晓翔

土木 153 杨金沙 城规 173 张源 城规 161 潘颖嘉

土木 153 胡翠敏 城规 162 庄泽慧 土木 154 陈发杨

城规 163 黎苑鋆 土木 154 马学炎 给排 172 黄俊星

城规 163 陈颂茵 给排 161 林迪东 给排 174 叶丽萍

给排 162 贝晓云 给排 162 黎敏杰 土木 162 梁能超

土木 171 卢俊蓉 土木 162 王永帆 土木 172 王文成

给排 164 沈诗媚 土木 172 李明熹 土木 161 黄江卉

土木 173 林恒峰 土木 161 李丽明 土木 173 陈宁

土木 163 陈勇杰 城规 152 刘瑜 城规 151 钟宇帆

城规 152 龚艳芬 给排 152 谢铿 城规 153 何浩森

给排 152 黄进贤 城规 153 李林蔚 给排 153 谢莹钿

给排 151 陈琼珊 给排 153 钟铠豪 给排 151 林棉浩

给排 154 许启华 给排 173 陈健标 给排 173 李鹏杰

土木工程国际班 黄芃皓 土木工程国际班 姚泓宇

自动化学院

自动化 151 张祥辉 自动化 154 郭金俐 自动化 154 庄梓丹

自动化 155 周泽芳 自动化 155 刘振文 电气 151 林辉明

电气 151 刘育强 电气 151 张锦銮 电气 152 林锐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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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152 陈浩佳 电气 152 翁立壮 自动化 162 魏嘉娜

自动化 163 傅洪涛 自动化 163 任海彬 自动化 163 黎丽珍

自动化 163 姚崇鑫 自动化 163 吴子杰 电气 161 林俊江

电气 163 傅杰榕 自动化 173 方秋森 自动化 173 胡瑜洪

自动化 173 刘芳瑜 自动化 173 马驰宇 自动化 174 黄杰

自动化 174 袁煜伟 自动化 174 洪晓杰 电气 172 陈慈涵

电气 173 冯君豪 电气 173 侯志辉 电气 173 钟航

电气 173 周子鑫 电气 173 吴泽楷 电气 173 罗文祺

电气 173 曾晓辉 电气 173 甘日朗 电气 173 钟俊杰

电气 173 徐浩鑫 电气 173 廖梓浠 自动化 174 黄泽鸿

自动化 171 江卓阳 自动化 174 陈俊杰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行管 151 朱嘉镇 行管 151 林嘉惠 行管 151 刘慧欣

行管 152 刘凤英 行管 152 卢晓彤 行管 152 李康健

行管 153 刘卓彤 行管 153 何周霖 行管 153 翁妙玲

社工 151 李志强 社工 151 陈紫缤 社工 151 蓝晴思

社工 152 王晓萍 社工 152 邓榕 社工 152 张金彩

行管 161 黄欢 行管 161 车小渭 行管 161 李明慧

行管 162 蒋学晶 行管 162 罗瑞琳 行管 163 杨家乐

行管 163 郑柏婉 社工 161 陈嘉欣 社工 161 陈雪淼

社工 161 吴雪玲 社工 162 杜晓纯 社工 162 李秋蝶

行管 171 曹思琦 行管 171 李凯璇 行管 172 张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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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 172 何宇芳 行管 173 王子璇 行管 173 林保翰

社工 171 杨健新 社工 171 谢沛钿 社工 172 郑俊茂

社工 172 梁泳珊 行管 171 陈雅雯 行管 171 李纬婷

行管 171 姚树仪 行管 171 吴冰榕 社工 172 何如娟

社工 171 陈诗敏

研究生团委

2017 级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贾宇航

2017 级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王佳佳

2017 级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向珞宁

2017 级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黄嘉琦

2017 级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徐玉芬

2016 级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 邓莎

2017 级农业信息化 石柳

2017 级食品加工与安全 郑敏怡

2017 级农业资源利用 杨开

2017 级兽医 王玟秀

2017 级兽医 资英娟


